
 

你們是世上的鹽 

（太 5:13 / 路 14:34-35 / 可 9:50）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

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太 5:13） 

 

我們已經查考過了八福，現在來到馬太福音 5 章 13 節。這節

經文跟八福息息相關，因為正是對這些虛心、哀慟、溫柔的人，主

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 

此外，留意八福的人稱變化，5 章 3-10 節說的是“„„的人有

福了”，適用於所有人；11 節說的是“你們就有福了”，主耶穌

是在對門徒說這番話。而 13 節繼續用“你們”：“你們是世上的

鹽”。可見 13 節跟八福是緊密相聯的。 

警告：門徒不可失掉鹹味 

主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旋即又給了一個嚴厲警告：鹽

若失了味，就毫無用處，只好丟掉。 

沒必要討論鹽會不會真的失去味道，不鹹了，關鍵是要汲取屬

靈功課。有些學者指出，死海附近的鹽含有太多雜質，在某種條件

下，比如潮濕，鹽分就會融化掉，只剩下石灰等種種雜質，不再是

鹽了。 

看來鹽真的會失去鹹味，可主耶穌這番教導的關鍵是：基督徒

是有可能變質的。曾經是鹽，不代表就永遠是鹽。鹽有可能會失去

味道，不鹹了。這一點所有解經家都無可否認。 

屬靈質素會得而復失 

我們已經查考過了八福中的屬靈質素：心靈貧窮，為罪哀慟，

對神、對人溫柔，飢渴慕義„„這些質素都不是與生俱來的，當然

可以“心嚮往之”，可並非我們的本性，必須求神賜下。神必須以

他改變的大能將我們塑造成這種人，而我們也必須渴望被改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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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禱告神，求他動工。而且還要持之以恆地禱告，持之以恆地追求

這些質素，否則很容易就會得而復失。 

我們很容易不再心靈貧窮，變得驕傲自大，自以為是。人的本

性就喜歡自信，很多人去看心理醫生，為的是勝過自卑情結，得到

一些自信。正因為人有這種傾向，所以很難保持心靈貧窮，反而極

容易驕傲自大。為罪哀慟難；陷入罪，沉溺在罪中卻易如反掌。 

門徒如果不小心，也會很容易失去這些屬靈質素。主禱文有一

句話是“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可這並不代表說

一切都是神的責任，我們也必須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

穌就是這樣提醒我們的。 

主耶穌將屬靈質素比喻為可以失了味的鹽，如果屬靈質素不可

能失去，這個警告就多餘了。我們要是把主耶穌的警告當成耳邊

風，就是在摧毀自己的永生。 

鹽不鹹：有名無實 

再來看一看平行經文路加福音 14 章 34-35 節：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或用在

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

的，就應當聽！ 

最後的屬靈忠告就是：“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主耶穌是

在說：要留心聽我的話，千萬別失掉鹹味，因為一旦失掉，就無可

挽回了。 

由此想到希伯來書 6 章 4-6 節：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

分，並嘗過神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

道理，就不能叫他們從新懊悔了。 

鹽失了鹹味，怎能再鹹呢？已經無可挽回了。你束手無策，也

不知該把它派上甚麼用場，用在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適，只好丟

在外面，任人踐踏。也許能起到防滑作用吧，僅此而已。 

主耶穌這番警告非常重要，我們需要思考很多問題，而最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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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問題是：鹽是如何失掉鹹味的呢？基督徒是如何喪失基督徒

功能的呢？ 

保羅深諳主耶穌的這番教導，並且清晰地闡釋了出來。在提摩

太後書 3 章 5 節，他警告說，末世時必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卻背

了敬虔的實意”。“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恰恰是鹽

失了味的圖畫。 

失了鹹味的鹽看上去還是鹽，白色，顆粒狀或者粉狀。可嘗上

一口，平淡無味。依然是鹽的形狀，卻喪失了鹽的功能。保羅警告

說，這就是末世的景況，基督教徒有虛名。外表看上去還是基督

教，使用基督教的言語，有基督教的敬拜形式，卻沒有實質、能

力，外強中乾。鹽已經完全變質，有名無實了。 

鹽象徵神潔淨的能力 

如何理解鹽呢？甚麼是鹽呢？眾所周知，鹽能夠潔淨、防腐、

調味，這一切功用都可以從舊約找到印證。比如潔淨（這就是基督

徒在世上的功用），列王紀下 2 章 19-22 節記載道： 

耶利哥城的人對以利沙說：‚這城的地勢美好，我主看見

了；只是水惡劣，土產不熟而落。‛以利沙說：‚你們拿

一個新瓶來裝鹽給我。‛他們就拿來給他。他出到水源，

將鹽倒在水中，說：‚雅偉如此說：‘我治好了這水，從

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產。’‛於是那水治

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說的。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見鹽的潔淨意義，治好了水。當然不要以為

鹽真的如此神奇，不要以為以利沙湊巧懂得化學，其他人太無知。

你不妨抓把鹽撒到水裏試一試，根本治不了水。關鍵是屬靈含義，

鹽象徵了潔淨。 

鹽本身沒甚麼了不起，是神的大能治好了水。留意以利沙說：

“雅偉如此說„„，於是那水治好了，正如以利沙所說的”。是神

的大能在透過以利沙行事，鹽象徵了潔淨、聖潔的能力。 

屬靈象徵的例子在聖經中屢見不鮮，再比如雅各書 5 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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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

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 

為甚麼要用油抹他呢？油沒有醫治功效，更沒有甚麼神奇之

處。往病人額頭上抹油是沒用的，沒有人會因為一抹油，病就痊愈

了。不要以為雅各書這樣說，於是你病的時候就去買些油來，塗在

額頭上，病就好了。你把整瓶油倒在額頭上也沒用。不要生搬硬

套，要明白它的屬靈含義。 

醫治的關鍵不在於抹油，油象徵了神的大能。抹油之舉是旨在

提醒病人：醫治你的是神。 

在利物浦的時候，我和同工常常為病人禱告。我們會給病人抹

上油，並解釋說：“油治不了病，別以為油很神奇，你也想買一瓶

了。我們給你抹油是要提醒你：醫治你的不是我，而是神。” 

切記：油代表了神的靈。在舊約，橄欖油代表了神的靈，代表

了神的能力。 

同樣，上述列王紀下 2 章 19-22 節的例子中，鹽也沒有甚麼神

奇之處。聖經根本沒有交待以利沙撒了多少鹽，其實只是一小碗而

已。這麼一點鹽撒在泉水裏，實在是杯水車薪。可它具有屬靈含

義，代表了神的潔淨大能，這才是關鍵所在。 

回到馬太福音 5 章 13 節，基督徒要做世上的鹽，並不是因為

我們有甚麼了不起，有甚麼人格魅力。我們本身不是鹽，但神的大

能運行在我們裏面，將他的質素放在了我們裏面，使我們成了鹽。

神若不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就一無是處了。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基督徒有甚麼了不起，是神在我們裏面，使

我們成為這種人。可見這完全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 

鹽去污除穢 

鹽能夠去污除穢，比如士師記 9 章 45 節亞比米勒的例子，他

攻下了示劍城，在城裏撒上了鹽。 

亞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將城奪取，殺了其中的居民；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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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毀，撒上了鹽。（士 9:45） 

很多解經書都把這段經文解釋錯了，可能解經者沒有精讀細

究。我聽見有人說“鹽撒到田裏，田就會荒蕪、貧瘠”等等諸如此

類的話，這樣理解真是離題十萬八千里。亞比米勒並非在“田裏”

撒鹽，而是在“城裏”撒鹽。你不會在城裏種地，撒了鹽又何妨

呢？難道就不能蓋房子了嗎？ 

顯然，亞比米勒的用意是潔淨示劍城的污穢，破除舊風氣，整

座城洗滌一新、不同往昔了。 

我們讀歷史也知道，示劍城並沒有從此消亡，它一直是座要城

重鎮，延續到了一世紀，最終被羅馬人所滅。古老的示劍城經歷了

無數次兵臨城下、城破人亡，亞比米勒的這次攻陷僅僅是其中一次

而已。撒鹽並不代表這座城要永遠荒廢，示劍很快又修復重建、繁

華如初了。 

撒鹽是一種象徵意義，亞比米勒當然不會花巨資買很多鹽，撒

遍示劍城。撒鹽之舉表達的是屬靈的象徵意義，表示整座城得到了

潔淨，舊風氣得以止息了。 

這也是基督徒的經歷，當鹽進入我們的生命，我們便得到潔

淨，結束了舊生命方式，就也成了鹽。正如我們接受了光，繼而就

也成了光。保羅對以弗所基督徒說，“你這睡着的人當醒過來，從

死裏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弗 5:14）。我們受到基督的光照

後，就也成了光。而在鹽這幅圖畫中，聖靈在我們裏面工作，潔

淨、改變了我們，我們就也成了鹽。 

鹽代表了甚麼？ 

接下來要問的是，鹽代表了甚麼呢？“你們是世上的鹽”，具

體是甚麼呢？在歌羅西書 4 章 5-6 節，保羅也用了鹽的圖畫：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你們的言語要常常

帶着和氣，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西 4:5-6） 

“基督徒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好像用鹽調和”，這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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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呢？是不是要手執鹽罐，每每開口說話，便要含上一口鹽呢？ 

可見此處的鹽又是屬靈含義。那麼鹽代表了甚麼呢？如果言語

不是用真鹽來調和，那麼是用甚麼調和呢？必須弄明白鹽代表了甚

麼，否則如何遵循聖經教導呢？ 

其實聖經給了一個重要線索，可讀中文聖經就看不出來了。所

以我常常強調，服侍神的人要懂得聖經原文，因為解經不能靠聖經

譯本。 

線索就在馬太福音 5 章 13 節，“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

味”。這句話翻譯得不准確，希臘原文是：“鹽若成了愚拙”。顯

然譯者覺得不能這樣翻譯，鹽怎麼能成了愚拙呢？可能意思是“失

了味”吧？便翻譯成“失了味”，結果我們就失去了這一重要線

索，不知道鹽是甚麼意思了。 

學者們都無可否認，此處希臘文“愚拙”一詞並不是“失了

味”的意思。“愚拙”根本沒有“失了味”的意思，也不是缺少鹽

的意思。愚拙就是愚拙，別無它意。可譯者竟然妄加解釋，至少他

應該在旁邊注明原文的意思，方便那些不懂得希臘文的人。 

“鹽若成了愚拙”，這就給了我們一個線索。顯然，鹽代表了

屬靈智慧。失去屬靈智慧，就會變成愚拙。愚拙的反義是智慧。線

索一目了然，當然翻譯為“失了味”，就無蹟可尋了。 

線索不止這一處，還有一個希伯來字恰恰具有“無味、愚拙”

的雙重含義。該字出現於約伯記 6 章 6 節： 

物淡而無鹽豈可吃嗎？蛋青有甚麼滋味呢？ 

中文將這個希伯來字譯為“淡”，沒有味道，沒有鹽。可它還

有一個意思：愚拙。沒有鹽就是愚拙，再次反證出鹽就是屬靈智

慧。 

甚麼是屬靈智慧？ 

要知道，屬靈智慧跟聰明伶俐、學識淵博無關，兩者完全風馬

牛不相及。那麼甚麼是屬靈智慧呢？雅各書 3 章 17 節說：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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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從上頭來的智慧、屬靈的智慧就具有這一切像基督的質素。這

種智慧跟屬地的智慧大相徑庭。屬地的智慧是屬情慾的、屬鬼魔的

（15 節）。 

雅各的這番話跟馬太福音 5 章 13 節有何關聯呢？息息相關。

不知道你讀雅各書 3 章 17 節時有沒有數一數總共有多少質素，有

八種！而 13 節還有一種：“智慧的溫柔”——“你們中間誰是有

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顯出他的善行來。” 

一提到溫柔，立刻會想到甚麼呢？當然是八福的“溫柔的人有

福了”。八加一是九，雅各提到了九種質素。八福是幾個福呢？九

個福！在加拉太書 5 章 22-23 節，保羅說了聖靈果子的九個方面。

主禱文也有九項禱告。難道是巧合嗎？ 

我說過，八福貫穿了整本新約，無論是保羅說的聖靈的果子，

還是雅各說的屬靈的智慧，其實都是八福的教導。現在又發現，原

來鹽代表了屬靈的智慧。 

神的話真是內涵豐富、結構奇妙，不同經文會相互啟迪，幫助

我們明白門徒應有的質素。思考門徒的質素可以從聖靈的果子入

手，也可以從屬天的智慧入手，還可以從主禱文入手，向神祈求這

些質素。 

鹽必須溶解才能發揮功用 

鹽如何發揮功用呢？如何防道德墮落、防屬靈敗壞呢？你自己

拿些鹽去觀察一下吧，當然不必去實驗室，只要喝湯時撒些鹽下

去，看看會如何。鹽消失、溶解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幫助我們明

白蒙召做門徒、做鹽是甚麼意思。 

鹽惟有溶解、捨己、死亡，才能發揮功用。恰似種子，落在地

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參看約 12:24）。鹽落進食物裏，死

了，溶解了，就起到了調味作用。不妨想一想，你撒了鹽下去，鹽

卻不願溶解，不願失喪自己，當然就無法調味了。鹽惟有溶解、失

喪自己，才能起到調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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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一想燈，燈是如何發揮功用的呢？也必須捨己、發光。蠟

燭燃燒自己，照亮全家，真的是“蠟燭成灰淚始乾”。 

主耶穌恰恰用這些圖畫來形容門徒的生命。他說你們是光，沒

有人點燈放在斗底下。油燃燒至盡，才能發光；鹽溶解、消失，才

能調味；種子落在地裏死了，才能結果。否則的話，種子仍舊是一

粒，鹽依然是一把，一無所成。 

屬靈智慧就是捨己，好像主耶穌一樣 

屬靈智慧恰恰就是這樣運作的，凡熟悉神做工方法的人立刻就

會看見這一點。比如哥林多前書 1 章 23-24 節，保羅說：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

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

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基督（神的兒子）為了拯救世人，死在了十字架上，這種信息

實在愚不可及。事實上，在早期教會的時候，希臘人對此大為光

火、猛烈抨擊，還畫了一幅漫畫：一個人身驢頭的人釘在了十字架

上。在他們看來，這件事太愚蠢了。 

但這就是神的智慧。我們在過犯中死了（西 2:13），是神的仇

敵，基督卻為我們而死（羅 5:10）。這就是神的智慧，基督是神的

智慧。可基督是以甚麼形象出現的呢？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是“釘

十字架的基督”。這就是神的智慧。 

回到歌羅西書 4 章 5-6 節，“你們的言語要常常帶着和氣，好

像用鹽調和”，原來是用屬靈智慧調和！屬靈智慧是捨己的態度，

關鍵不是我在這談話中能得到甚麼，而是能給予對方甚麼。同樣道

理，來教會的關鍵也不是我能得到甚麼，而是我能給予甚麼。 

平心而論，我來教會絲毫沒有得到屬靈的相交。如果是為了

“得”，我乾脆就閉門不出了。因為沒有人能給我甚麼，往往是別

人問我問題、意見，我必須“給”。要是為了“得”，則我們大多

都會閉門不出了。可關鍵不是“得”，而是有福氣“給”。屬靈智

慧就是捨己，欣然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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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世上的鹽”，主耶穌這句話如此簡單，卻內涵豐富。

你說：“這有甚麼好談的？”有眼可看的，就會看見箇中深意，難

怪主耶穌經常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厭倦捨己，便不再是鹽了 

鹽為甚麼會失了味呢？現在就一目了然了。捨己是跟我們的本

性相悖的，為甚麼總要給、給、給呢？太煩了，夠了。 

老實說，我心底常常冒出這種念頭：“我付出得夠多的了，生

命、時間、金錢都付出得夠多的了。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獻出

了一生的黃金時間去侍奉神。”一旦容許這種態度佔上風，那麼鹽

就不再是鹽了。因為我不願再溶化，覺得已經溶化夠了，現在要盡

情去享受自己的生活、時間、金錢，隨心所欲。 

我想很多侍奉神多年的人都曾冒出過這種念頭，而一旦這樣

想，我們就會失去鹹味，再也發揮不到鹽的功用了。難怪主耶穌對

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

從我”（路 9:23）。天天都要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否則的話，你就

會停止捨己，成了失了味的鹽。 

主耶穌還說：要想做我的門徒，先要仔細計算一下代價。我知

道做門徒的代價很高，你最好事先權衡輕重，乾脆別做門徒，也好

過半途而廢。 

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有始無終，鹽失了味，讓神的名大大蒙羞。

這種悲劇在今天比比皆是。 

鹽代表了發自清心的奉獻 

鹽代表了屬靈的智慧，代表了捨己，難怪舊約所有的獻祭必須

撒上鹽，沒有鹽就不蒙神悅納。比如利未記 2 章 13 節等等，每樣

祭物都必須用鹽調和。獻祭就是捨己，獻上自己。而且獻給神的祭

必須是聖潔的。 

獻給神的祭如果沒有鹽的精神（將自己獻給神），則是徒然

的。神要是單單注重外在獻祭，那麼富人就得天獨厚了，獻一百只

羊不過是小菜一碟；而窮人獻上一只鴿子都煞費周章。但關鍵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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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獻上甚麼祭物，而在於獻上自己，否則在神眼中就算不得甚麼。

而且所獻的祭（自己）必須是清潔的，正如雅各說，“從上頭來的

智慧，先是清潔”。 

說到清潔，我已經講過了八福跟主禱文之間的關聯。主禱文有

一處順序變化，就是把八福的“清心”放在了首位：“願人都尊你

的名為聖”。同樣，雅各也把清潔放在了首位：“從上頭來的智

慧，先是清潔”。神的僕人們真是深諳主耶穌的信息，似乎今天人

人都耳聾眼瞎，但神的僕人們、使徒們從未偏離聖經，主耶穌的兄

弟雅各也沒有偏離聖經。 

關鍵就是清潔，一旦失去清心，一旦向肉體、自我、世界妥

協，就會失去鹹味，失去一切。所以必須保持心思專一、委身純

潔，矢志不渝。一旦改變初衷，就會失去一切，毫無用處，只能被

丟到外面，任人踐踏。 

不願捨己就不能做耶穌的門徒 

最後一個問題是，鹽是如何失掉鹹味的呢？是甚麼東西導致鹽

失了味呢？知道鹽會失味固然重要，但更要知道是甚麼會導致鹽失

味，導致我們不再做門徒，好小心防範。 

上文已經談到了一點：不願再溶化。當然，很多人起初成為基

督徒的時候，從不知道基督徒生命必須捨己。今天的牧師、傳道人

似乎都想隱瞞這個事實，只是說“相信耶穌，就會有平安、喜

樂„„” 

感謝神，耶穌從不這樣傳道。他不會哄騙我們做門徒，一旦我

們上了鈎、畫了押、決了志，便說：現在你休想逃掉了。耶穌不幹

這種勾當，他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你若不背起十字架，不願

死，不願捨己，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我立了志要這樣傳道，也許吸引不了大眾，大眾不愛聽諸如捨

己、死這類的話。但耶穌從不投大眾所好，事實上，當大眾都蜂擁

而至的時候，他直言相告：“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

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 16:24；可 8:34；路 9:23，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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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傳道人不誠實，只給了誘餌——“來相信吧，就能得到

平安、喜樂”，卻只字不提魚鈎。我們咬了魚餌，卻不知裏面有

鈎，一下子就被抓住了。當然我們不是魚，還能夠脫身而去，結果

絕大多數在營會、佈道會上所謂決志信主的人最後都不知所終，這

就是不傳講真理的後果，真可怕。 

主耶穌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因為他知道，如果我們不深思熟

慮、不計算代價，最終就會半途而廢。 

鹽失了味的三個原因 

① 沒有完全委身 

路加福音 14 章 34-35 節道出了鹽失味的一個原因： 

鹽本是好的，鹽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或用在

田裏，或堆在糞裏，都不合式，只好丟在外面。有耳可聽

的就應當聽！ 

“鹽本是好的”，這是甚麼意思呢？為甚麼說鹽是好的呢？意

思就是鹽很有用，很有價值，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中國人說“柴米

油鹽”，這是四大生活必需品。《聖經次經》便西拉智訓 39 章 26

節也有這樣一段話： 

生命之所需：水火鐵鹽麵，蜜奶酒衣油。所有這一切，有

益於義人，轉而對罪人，統統化災厄。 

鹽是生活必需品，所以說“鹽是好的”。這段旁經還道出了有

趣的一點：對義人有益的東西，對罪人卻成了災難。比如說，水是

好東西，也可以變成洪魔，淹沒罪人；火可以燒飯，也可以吞噬房

屋，讓罪人葬身火海；鐵可以製成烹飪用具，也可以製成殺人利

劍，讓罪人互相殘殺„„這是因為人濫用了神的好東西。 

回到路加福音 14 章，來看看“鹽”這段教導的前文。25-27 節

說：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人到我這

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

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着自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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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緊接着 28-30 節又說： 

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

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

‚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換言之，這人是個傻瓜，眾人都嘲笑他虎頭蛇尾。鹽變成了愚

拙，有始無終。曾經是鹽，最後卻失了味。根本沒有“一次是鹽、

永遠是鹽”的概念。鹽失掉了鹹味，再也不能變鹹了。鹽成了愚

拙，所以眾人嘲笑他：“這個人開了工，卻不能完工。” 

屬靈生命就好像蓋房子，也好像打仗，31-33 節說：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

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嗎？若是不能，就趁敵人

還遠的時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這樣，你們無論甚

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主耶穌傳道跟今天的傳道人傳道截然不同。這就是“鹽”這段

教導的前文，緊接着就來到了 34 節，“鹽本是好的”。原文有個

“所以”一詞，“所以，鹽本是好的”。譯者刪掉了“所以”，結

果上下文就失去了關聯。 

但 34 節跟前文是相關聯的，主題並沒有變。主耶穌講了上述

這番話之後，便說：所以，鹽本是好的。可要是失了味，好像那人

有“善始”，開始了蓋樓，當然好，卻沒有“善終”，不了了之，

那麼他就是傻瓜了。又好像那人挺身為公義而戰，奔赴沙場，繼而

覺得沒有勝券在握，便決定舉手投降——投降就意味着成了俘虜、

奴隸，失去了自由，就是為公義而戰的自由，所以他是個傻瓜。 

由此可見，為甚麼鹽會失了味呢？因為半途而廢。開始了蓋

樓，繼而覺得代價太高，無法竣工，便撒手不幹，回去重操舊業。

所以彼得警告說：你有“善始”卻無“善終”，那麼結局就比開始

更不好了。就好像狗所吐的，它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

裏去滾（彼後 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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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脆別開始了，也好過半途而廢、重返老路。要麼就矢志不

渝、堅持到底，要麼就無所行動。先計算一下代價吧。正因如此，

我經常對即將受洗的人說：“別草率受洗，要計算好代價，深思熟

慮，徹底搞清楚要不要委身，要不要堅持到底。否則的話，為了你

的益處，我不願讓你受洗。” 

首先必須堅持到底，完全委身，毫無保留。“完全”，意思就

是一生委身，不是只委身兩個月、兩年。你要是只打算委身兩個

月、兩年，那就乾脆別委身了。要麼一生委身，要麼不委身。不要

回首流連！主耶穌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路

9:62）。中國人說“破釜沉舟”。 

② 向罪妥協 

導致鹽失味的第二個原因可以從馬可福音 9 章看見。在 50

節，主耶穌又在講鹽：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它再鹹呢？你們裏頭

應當有鹽，彼此和睦。 

可見這一教導非常重要，因為主耶穌強調了幾次。來看看前

文，42 節說： 

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

的頸項上，扔在海裏。 

神會嚴厲審判那些絆倒人的人。緊接着 43-48 節說：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你缺了肢體進入

永生，強如有兩只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倘若

你一只腳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你瘸腿進入永生，強

如有兩只腳被丟在地獄裏。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

掉它。你只有一只眼進入神的國，強如有兩只眼被丟在地

獄裏。在那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留意，緊接着的 49 節一開始就是“因為”一詞，將鹽與上文

聯系了起來： 

因為必用火當鹽腌各人。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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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叫它再鹹呢？ 

是甚麼原因造成鹽失了味呢？顯而易見，是犯罪，掉進了試

探。難怪主禱文有一句話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

惡”（太 6:13）。“不叫我們遇見試探”，甚麼試探呢？犯罪的試

探！因為要是你在試探中軟弱了，就會犯罪，失掉鹹味。 

別忘了，鹽失了味就會被丟掉，任人踐踏。被丟掉是甚麼意思

呢？這段經文也解釋了，主耶穌三次提到了地獄的火，“倘若你一

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只

手落到地獄，入那不滅的火裏去。” 

我講解過這段經文，當然砍掉手於事無補，罪是心的問題。這

裏用的是誇張式語言，表明務要果斷對付罪，稍有端倪，便一刀斬

斷。無論甚麼，也許是跟某人的友誼，也許是貪戀物質財富，也許

是沉迷於買彩券、中大獎，也許是嗜酒，一旦這些會引致你犯罪，

那麼就要快刀斬亂麻，一刀斬斷，好過下地獄。 

這是屬靈的生死存亡問題，千萬不要糊裡糊塗。如果愛情影響

了你的屬靈生命，那麼就要管寧割席。因為失掉友誼算不得甚麼；

失掉永生，一切都完了。這種代價之高，你根本承擔不起。所以千

萬不要犯罪。 

③ 不能忍耐到底 

回到馬太福音 5 章，11 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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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着 13 節就說：“你們是世上的鹽”。可見導致鹽失味的

第三個原因是各種逼迫。不是我們自討苦吃，而是逼迫不請自來。 

在逼迫中要忍耐。“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句話在馬

太福音出現了兩次（太 24:13，10:22）。遭受逼迫時——特別是因

為做基督徒而遭受逼迫時，必須忍耐到底。關鍵是要對神忠貞不

渝。我們已經跟他立約、合一，就當同甘共苦、休戚與共。無論如

何，都要跟從他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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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些基督徒一帆風順時才樂意做基督徒，一旦面臨種種壓

力、逼迫、試煉，比如找不到工作，家人反對，健康不濟等等，便

一蹶不振。正如撒種的比喻所說，種子落在土淺石頭地上，太陽出

來一曬，就枯乾了，死了，成了失了味的鹽。 

總結：完全委身，砍斷罪源，忍耐到底 

歸結上文，為甚麼鹽會失了味呢？我們看見了三個原因： 

第一，沒有完全委身。即是說，你最初的委身不完全，沒有將

自己的生命無條件交托給神，所以先天不足、基礎薄弱。 

第二，落入罪的試探。基督徒還會常常被罪試探，誰沒受過試

探呢？我初信主時也受到了各種試探，包括女朋友的試探。我劇烈

掙扎，一不小心，就會被裹捲進去。 

今天的年輕人有太多機會可以犯罪了。學生都有自己的房間，

“躲進小樓成一統”，想幹甚麼都行。可屬靈生命就懸於一線了。

如果不想犯罪，就必須跟那些吸引我們犯罪的東西一刀兩斷。 

我不得不跟女友分手，否則兩個人都會喪掉永生。我們都心如

刀割。我傷痛極了，隨後的幾年都不願跟女孩子接觸，甚至不願交

談，一見到就立刻逃之夭夭，結果被引為笑談。 

整所聖經學校都覺得我是個怪人，居然從不跟女孩子說話。我

刻意保持距離，有時候六個人同坐一桌，有男有女，我也決不會跟

女孩子攀談。每每她們跟我說話，我往往三言兩語便打發掉。 

那次經歷讓我患了恐懼症。可我別無選擇，必須斬斷那段情

感，儘管痛到撕心裂肺，如同砍手、斷腳、剜眼一般。否則的話，

我就會失掉永恆生命，失掉鹹味，也不可能侍奉神了。 

我不會責怪那位女友，我只是為她禱告，希望她能夠繼續追

求。據說她依然信主。感謝神，我們分了手，否則兩個人可能都完

了。 

第三，在艱難困厄等各種境況下，無論如何，都要忠心到底，

矢志不渝。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有的人在艱難困苦中非常忠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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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平安穩妥，立刻腐敗墮落、偏離正途，鹽變了質。而有的人在平

安穩妥的時候非常忠心，艱難一來，旋即跌倒了，真不可思議！所

以一定要認識自己的軟弱，好加以防範，忠心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