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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12讲·3章 27-30 节 

恩慈待邻舍 
昊敏 

 
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

人施行。28 你那里若有现成

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

明天再来，我必给你。”29 你

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

不可设计害他。30 人未曾加害

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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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 3:27-30） 

邻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什么呢？27

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

辞，就当向那应得

的人施行。“推辞”

就是拒绝的意思，

如果你有能力帮

助邻舍，就不要拒

绝。 

“邻舍”是谁

呢？在旧约，“邻舍”是以色列民，不

是外邦人。比如利未记19章 17-18节：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

的邻舍，免得因他 担罪。不可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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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

如己。我是雅伟。”“邻舍”与“你的

弟兄”、“本国的子民”是平行的，邻

舍就是你的弟兄，是你本国的子民，

即以色列民。 

还有申命记 15 章 2-3 节：“豁免

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

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

讨，因为雅伟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

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

豁免了。”再次看见邻舍与弟兄是平行

的，外邦人与弟兄互相对比。 

所以“邻舍”是神的子民，是教

会的弟兄姐妹。箴言3章27节这里说，

如果你有行善的力量，就不要拒绝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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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拒绝帮助弟兄姐妹的原因 

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拒绝帮助

一个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呢？ 

1、自己的事情更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拒绝帮助弟兄姐

妹，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情更重

要。现在我正在忙，走不开。就像箴

言 3章 28 节所说，我们会对他说：“去

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意思是现

在我正忙着自己的事情呢，没空帮你，

明天来吧！明天我就忙完了，再帮你。 

主耶稣传福音时，连饭都没时间

吃。马可福音 3章 20-21 节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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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

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

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

癫狂了。 

保罗传福音时，伤口流着血，可

是他先传福音，再包扎伤口。这件事

记载在使徒行传

16章 25-34 节： 

25 约 在

半夜，保罗

和西拉祷告

唱 诗 赞 美

神，众囚犯

也侧耳而听。26 忽然地大震

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

了，监门立刻 全开，众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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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锁链也都松开了。27 禁卒一

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

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28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

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29

禁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

拉面前，30 又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

可以得救？”31 他们说：“当

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

得救。”32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

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33 当

夜，就在那时候，禁卒把他

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

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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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

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

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保罗真是主耶稣的门徒，他完全

效法主耶稣，为了别人的救恩而舍己，

难怪神能够透过他祝福别人。 

先别谈舍己、舍命，如果我们在

小事上都不能放下自己看为重要的，

还能为弟兄舍命吗？记得以前听过一

位弟兄的分享，他跟弟兄们一起住，

有一位弟兄常常把碗往水池里一放，

就去做别的事情去了，他得经常帮那

位弟兄洗碗。有一次他不太开心，神

提醒他：先不要说为主舍命，你愿意

为弟兄洗碗吗？他一下子感到好羞

愧。的确，这么小 的事情我们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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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舍己，怎能为主舍命呢？ 

说到爱人如己，最终是爱人要超

过自己。因为往往是为了别人，你必

须放下自己的事，结果就是舍了自己。

由此可见，在旧约，神对他子民的要

求一点也不低。 

2、觉得付出得太多，累了，就不

愿再付出了 

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当然可

以付出，帮助人。然而当你很忙、很

累的时候，对

方又不知道

体贴，像个黑

洞，一味地让

你去帮助他，

你就知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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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会拒绝邻舍了。有时候可能你病

了，躺在病床上，还有人要找你帮助，

你就会很灰心失望，觉得对方怎么这

样。你就不想再伸出援手帮助别人了。 

另外，如果只是付出一次、两次，

或者一年、两年，也许我们还愿意。

然而无数次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付出，你愿意吗？到了一定时候，你

会觉得好累，疲惫不堪，你就会想放

弃，不想再付出了。也许你想躲在哪

里休息，或者干脆退休了。 

3、如果没有行善的力量呢？ 

有人可能会说：对不起，我没有

什么可给的，我还需要帮助呢，我帮

不了你。 

有些人就是 属灵的黑洞，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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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吸，吸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反应，

从来都不付出。问题是你真的什么都

没有，不能给予吗？至少你能够给人

一个微笑吧？能够给人一个问候吧？

其实有没有是一种心态。更何况我们

做了基督徒的，是有神的生命的，怎

么可能没有什么可给予、没有什么可

帮助人的呢？那你一定是有问题了。 

4、觉得他不需要帮助 

为什么我们会拒绝去帮助人呢？

一个理由是，我们觉得他不需要帮助。

但这要看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洞见力

了。有时候是我们不敏感，不知道别

人需要帮助。 

在马太福音25章山羊绵羊的比喻

中，王不接纳山羊 进入自己的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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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

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

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留意山羊竟然问王说：“主啊，我

们什么时候见

你饿了，或渴

了，或作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或在

监里，不伺候

你呢？”可见

他们根本没有看见，没有敏感到。或

者是他们看见了，可是觉得对方不需

要帮助，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回到箴言，说到“去吧，明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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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必给你”，为什么我们会让人明

天再来呢？为什么还说“我必给你”？

其实这是委婉的拒绝方法，箴言 3 章

27 节和 28节是平行经文，表达的是同

样的意思。27节的“推辞”，意思就是

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

你。”让人明天再来，这也是一种拒绝

的方法。 

不可害邻舍 

我们继续看箴言 3 章 29 节，“你

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

害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对邻舍起恶

念。你有没有设计害过邻舍呢？这个

世界上，我们对这种设计害邻舍的做

法熟不熟悉呢？ 实在是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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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骗钱，这样的新闻太多了。工

厂老板拖欠工人工资，最后卷款消失。

现在最猖狂的是电话诈骗，一个短信

告诉你中奖了，你点进去，他就不断

让你汇钱；或者告诉你银行账户出了

问题，请你输入密码重新认证；或者

机票改签，让你点他提供的链接；或

者开淘宝店的，有人发一条链接，问

你价钱……总之理由五花八门，最后

就是让你汇款给他，或者干脆骗取了

你的密码，你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方就已经把你账上的钱转走了。骗

钱的人真的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现在人都教导小孩子“不要跟陌

生人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被骗的事

情太多了，只好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小

孩。这样成长起来 的小孩，怎么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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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邻舍呢？大家都在彼此提防，生怕

对方对自己有恶意。 

大卫谋妻害命 

在教会里，在认识神的人当中，

即基督徒之间，基督徒对基督徒也会

有恶念吗？也会有的。大卫就是一个

例子，撒母记下 11章记载了一件让人

非常痛心的事

情，就是大卫看

到拔示巴美貌，

就把她召来，发

生了关系。之后

拔示巴怀孕了，

大卫想掩盖自

己的罪，把拔示巴 的丈夫乌利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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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召回来，希望他回家与妻子同

房，这样拔示巴就可以顺理成章生孩

子了。 

不料乌利亚对大卫王忠心耿耿，

不愿在打仗之际回家与妻子共眠。大

卫发现这一招不行，就干脆让乌利亚

回到战场上，暗中却让将军约押派乌

利亚到最危险的地方作战，让乌利亚

战死沙场。最后大卫顺理成章地娶了

寡妇拔示巴为妻。 

圣经说大卫是讨神喜悦的人，然

而这样一位属灵人，还犯了这个大罪：

设计害邻舍。大卫先是设计害拔示巴，

见到她美貌，就想办法占为己有。然

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又谋杀了拔示

巴的丈夫乌利亚。杀夫夺妻，实在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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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当然最后大卫在先知的责备下，

真诚悔改了，他也为这个罪付上了沉

重的代价：死了四个儿子。儿子反叛，

国家出现大动荡，自己的王位几乎不

保。 

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只不过没有

大卫的条件而已。大卫毕竟是王，有

权力这样做。还做得不露痕迹、天衣

无缝。如果不是神的先知来责备他，

谁都不知道整件事是他一手策划的。

然而神知道一切，责备、管教了大卫。 

我们会如何害邻舍呢？当你把一

个人拉进罪里，让他犯罪，就是在设

计陷害他了。在教会里，性犯罪率是

非常高的。两个人谈恋爱，很多人都

会先尝禁果。换一个好名字就是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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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婚。你会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但圣经不这么看，这是犯罪，你是在

勾引另一个人犯罪。 

基督徒为宗教、教义害邻舍 

我们再看一看使徒行传 20 章 1-3

节： 

1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

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

往马其顿去。2 走遍了那一带

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或

作“众人”），然后来到希腊。
3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

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

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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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 

犹太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神的

子民，用现在话来说是教会里的基督

徒，他们竟然设计害保罗！他们为什

么要设计害保罗呢？是因为宗教，因

为教义。保罗传讲耶稣是基督，是弥

赛亚，他们不能接受。 

其实保罗所遭遇的，也都是主耶

稣所遭遇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11章

47-53 节： 

47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

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

迹，我们怎么办呢？48 若这样

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

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

我 们 的 百 姓。”49 内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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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

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

不知道什么。50 独不想一个人

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51 他这话

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

作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

要替这一国死。52 也不但替这

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

民都聚集归一。53 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祭司长、法利赛人是侍奉神的人，

是传道人、牧师，他们竟然商议要杀

耶稣，就是设计害他！为什么呢？因

为宗教，因为教义。很可怕的是，我

们会以爱神的名 义陷害邻舍，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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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爱神的人。 

我们继续看箴言 3 章 30 节：“人

未曾加害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

这句话意思再浅白不过的了，我们有

没有与人相争呢？如果没有，那真是

天下太平了。与人相处，包括与弟兄

姐妹之间，我们有没有相争呢？大家

一起住、一

起同工，近

距 离 相 处

时，就知道

了，其实是

会问题不断

的。有时候

未必做出什么举动，而是在言语上相

争，针尖对麦芒，出口伤人。你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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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就要回敬你一句。 

小结 

箴言 3 章 27-30 节说的是，我们

要以恩慈待邻舍。无论是出于什么原

因，哪怕是爱神的原因，我们都不可

恶待邻舍。一个敬畏神、认识神的人，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因为神是爱，

而爱是生命，是活出来的生命，是别

人可以感受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