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勝過法利賽人的義 

馬太福音 5 章 17-20 節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

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

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

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

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

稱為大的。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

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 5:17-20） 

 

“斷不能進天國”，聖經所說的進天國，意思就是得永生。

“斷不能”，希臘原文用了兩個否定詞，可見語氣之強烈。 

不要心裏想——“勝過法利賽人的義輕而易舉，他們是一群假

冒為善者，我可不是，我的義已經勝過了法利賽人的義”。當今基

督徒對於法利賽人簡直無知到令人咋舌。聖經根本沒有這種膚淺的

進天國概念。 

耶穌不是要廢掉律法 

19 節“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這裏有一處翻譯

錯誤，“廢掉”一詞希臘原文是“放鬆”，意思是並非不做，但卻

走馬觀花、敷衍了事。查考神的話一定要知道每個字的準確意思。

17 節“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這個“廢掉”沒有翻譯

錯；但 19 節的“廢掉”原文是“放鬆”，兩處經文並非同一個

字。 

主耶穌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當代人太需要知

道這句話了，因為今天的福音聽來讓人覺得律法已經過時、沒用

了。要是這樣，我真不明白為甚麼我們還讀舊約，無外乎律法書、

先知書，扔掉算了。可主耶穌說：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新舊約都

是以律法和先知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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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也必須傳講耶穌的教導，不能隨意發揮。“莫想我來要

廢掉律法和先知”，主耶穌的話簡單明了、一清二楚。 

反律法論導致公義一落千丈 

廢掉律法的觀念在教會歷史中已經屢見不鮮，神學上稱之為反

律法論，主張丟棄律法。二世紀時就已經有人在提倡：“我們不需

要舊約。我們是基督徒，只要新約就行了。拋開舊約，不要律法和

先知。”這種教導造成了甚麼後果呢？公義水準一落千丈！各式各

樣的罪侵入了教會，而教會竟寬容接納，因為根本沒有相應的律法

加以制約。 

要明白主耶穌這番話，他是在說：“別以為我來是要降低公義

標準，不要說‘現在可好了，無需律法了，為所欲為吧，到了那一

天還可以進神的國’。 

主耶穌是稅吏、罪人的朋友，但他沒有降低公義標準來迎合他

們。他來是要拯救他們，讓他們達到公義標準，遠勝過文士和法利

賽人。 

反律法論的錯謬在華人教會尤為顯著。華人教會的公義標準、

行為規範實在低得可憐，是時候該扭轉這種局勢了。要知道，孔子

所教導的公義標準相當高邁，所以中國人歷來“雖不能至，心嚮往

之”。可他們在基督徒身上看到了甚麼呢？真是大失所望、大倒胃

口，連儒家的禮義標準都沒達到。 

主耶穌是在說：別以為我來要降低公義標準，我來要履行公

義。你不履行公義，就休想進神的國。 

強調公義是靠行為得救嗎？在乎你所說的“行為”是甚麼意

思。要明白，主耶穌來是拯救我們脫離罪，而不是任憑我們活在罪

中。難道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救贖了我們，就是為了讓我們繼續活在

罪中嗎？“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保羅的回答是：

“斷乎不可！”（羅 6:1-2） 

聖經沒有這種教導，神也不許我們傳講這種教導。可看看基督

徒的所作所為！正如保羅所說，教會的醜聞連外邦人中也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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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5 章，保羅嚴懲了那個犯亂倫罪的人，把他交給撒但，

敗壞其肉體。保羅是在維護教會的公義標準，遵循主耶穌的教導。 

律法的總綱就是盡心、盡意、盡力愛神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可主耶穌所說的“律法”是甚麼意

思呢？答案就在馬可福音 12 章 28-31 節：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辯論，曉得耶穌回答得好，就問

他說：‚誡命中哪是第一要緊的呢？‛耶穌回答說：‚第

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

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

的了。‛ 

據我查考主耶穌的教導所見，主耶穌總是把律法歸結為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主雅偉你的神和愛人如己。比如馬太福音 19

章 18-19 節，22 章 37-40 節；路加福音 10 章 27 節。 

律法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以及愛人如己。一旦明

白了這一點，你肯定會說：“當然不能廢掉！這正是做基督徒的意

義所在。”這也恰恰是法利賽人所尋求的。 

你認為自己達到這種公義標準了嗎？試問有誰敢說自己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愛神了呢？這就是律法的要求，主耶穌說這個要

求從來沒有被廢掉。其實這個要求恰恰是主耶穌教導的中心元素，

所以他才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甚麼是律法呢？就是盡心、

盡性、盡意、盡力，即盡一切去愛神。 

我經常說，要麼做完全的基督徒，要麼乾脆別做基督徒。聖經

從沒有教導說可以做個部分基督徒，可能百二十是基督徒，或者百

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八是基督徒。

神要求的是完全，聽來有些極端，但這是聖經教導。 

今天基督徒的問題就是不完全，教會充斥着三心兩意的基督

徒。你要麼是完全的基督徒，要麼就根本不是基督徒。 

撒母耳記 15 章記載道，掃羅只遵行了一部分神的命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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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呢？神是不是稱讃他說——“好吧，我吩咐你的話，你行了百

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另外百分之十就算了”？根本不是！正因

為沒有遵行這百分之十，神廢了他的王位，他徹底完了。神為甚麼

量刑這麼重呢？因為基督徒必須完全，這是不容置辯的。 

今天教會的問題恰恰在於此，基督徒都是百分之八十、百分之

九十委身。我不知道如何測量這個百分比，神也不會去測量，他會

說：“要麼完全委身，要麼就沒有委身！”這就是神的立場。 

可見律法多麼重要，公義標準多麼重要，主耶穌要求我們至少

達到律法的要求。律法要求必須盡上一切，而每每有人提問，主耶

穌也總是以此作答：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雅偉你的神。 

所以怎能廢掉律法呢？這就是律法所教導的。耶穌說：“難道

你不知道律法的意思？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希望大家都能學到這個功課。我們會常常回到這個話題上來，

因為主耶穌的教導也常常提及。要自我省察，不要心安理得地想—

—“我是好基督徒”。首先要自問：“我盡心、盡性、盡意、盡力

愛神了嗎？” 

保羅並沒有另傳一套，他所傳的就是主耶穌的教導。在哥林多

後書 5 章 15 節，保羅說，耶穌替眾人死了，為的是甚麼呢？難道

是為了讓他們額手稱慶成了好基督徒，相信耶穌的十字架和寶血

嗎？當然不是！“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保羅這番話是對驕傲、“屬靈”的哥林多人說的，他們自以為

屬靈恩賜全備，吹噓炫耀。保羅說：“要知道，神差耶穌來不是單

單賜下恩賜，讓你們覺得飄飄然。他死有一個具體目的，就是叫那

些因為他的死而得到生命的人為他而活。” 

成為基督徒就是生命以神為中心 

成為基督徒是生命中心轉變了，就好比由“地心說”轉變為

“日心說”。“地心說”認為地球居於宇宙中心，太陽、月球和其

它星球都圍繞地球運行。所以人是中心，人是萬物的準則。可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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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發現地球並非宇宙中心，地球和其它行星都在圍繞着太陽運行。

人恍然大悟，原來自己不是萬物的中心。 

沒重生的人所抱有的是“地心說”思想，認為一切都圍繞着自

己旋轉，甚至神也圍繞着自己旋轉。很多基督徒覺得神是圍着自己

轉的，就是祝福我、幫助我，讓我考試過關、旅行平安，乘飛機不

要遇見空難，坐火車不要趕上意外，開車平平安安。總之神隨時鞍

前馬後服侍我，他是我一生中最榮耀的僕人。要是你問他們：“你

給了神甚麼呢？”回答就是：“我給了奉獻，付他工錢了。他盡了

職責，我給了奉獻。要是他做得不好，下周我就要減少奉獻了。” 

很多基督徒就是這樣待神的，以為一切（包括天上一切）都在

圍着自己轉。可一旦成了真基督徒，就要徹底改變。基督教教導是

世上最具革命性的教導，讓人徹底洗心滌慮，整個世界觀都改變

了，不再以自己為萬物中心，而是以神為萬物中心。神是中心，宇

宙一切天體都圍繞着他旋轉。 

現在你的想法如何呢？是以神為中心，還是以自己為中心呢？

要是以自己為中心，那麼你還不是聖經所定義的真基督徒。基督徒

是以神為中心，整生都圍着神轉，不會說“我想度假，請不要下

雨”。就好像前幾天我女兒禱告說：“神啊，請別下雨，我想出去

玩。”很多基督徒覺得神要讓“我”一切順利，也許農民希望下

雨，可我不管，我想玩。 

我們都有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覺得神要鞍前馬後服侍我，從

未想過我要為他做些甚麼。必須徹底改變，不再想自己，全人都圍

繞神而活——他的旨意是甚麼？如何才能討他喜悅？使徒保羅在這

方面可謂登峰造極，完全以神為中心，效法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甚

至願意死在耶路撒冷。 

我們的生命圍繞着神轉嗎？有沒有思想自己能為神做甚麼？居

然很少基督徒想過“我能為神做些甚麼”。你早晨醒來是不是說

“神啊，今天我能為你做些甚麼？你希望我為你做些甚麼”？抑或

第一句話就是“神啊，今天你要為我做些甚麼？我得見這個人，得

解決那個問題，請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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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一種基督徒呢？用神的話衡量一下自己：“神啊，鑒察

我，我是哪一種人呢？”你仍然以自我為中心，那麼就還是個“地

心說”基督徒，尚未達到“日心說”階段，尚未意識到神是中心。

你需要做的是，每天早晨一醒來就說：“神啊，你是中心，你想讓

我做甚麼呢？”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

不能廢去，都要成全”（太 5:18）。“一點一畫”指的是希伯來文

字母“yod”，它是最小的字母，形狀就像一個大逗號。你去猶太

會堂就能看見，希伯來字是很講究藝術美的，“yod”往往是裝飾

的一筆。可主耶穌說，即便天地都廢去了，這“yod”（即最小的

律法）也不能廢去。 

主耶穌就是這樣強調律法的重要性的，而且在路加福音 16 章

17 節還重申了一次。要明白，主耶穌並非在運用比喻，他就是在

說律法不會廢掉。 

保羅的話也如出一轍，他用了三個詞來形容律法：律法是聖潔

的（羅 7:12），是屬乎靈的（羅 7:14），是善的（羅 7:16）。你要廢

掉聖潔、屬靈、善的東西嗎？保羅做夢也沒想過要廢掉律法。 

當保羅說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意思是不在律法時代下。我們

已經不在舊約之下了，在舊約之下就是在律法時代下，受律法管

轄。我們是在恩典時代，在恩典——新約——之下。但這絕不是說

我們就不需要律法了，可以棄如敝屣。 

值得注意的是，保羅不止一次說到完全律法。比如在羅馬書，

他說愛就完全了律法。律法要是過時了，為甚麼還要完全律法呢？

豈不是多此一舉嗎？但保羅從未說律法過時了，他說的是我們不靠

律法的行為稱義。“不靠律法的行為稱義”並不代表說就不需要律

法了，這完全是兩碼事。 

因為愛神而追求在天國裏成為最大的 

馬太福音 5 章 19 節說，“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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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即馬馬虎虎地遵行，可能真心愛神了，但殷勤程度不同，

“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可見神國裏是有不同等級的，一定要

知道這一點，但基督徒往往不甚了了。 

不要以為天國裏人人都平起平坐，天國裏的等級差別非常懸

殊，有最大的和最小的。你知道嗎？保羅的志向是成為最大的！很

多基督徒居然只要得救便心滿意足了。要知道，你只打算考試及

格，那麼可能及不了格；你志在考九十分，可能僅僅及格。 

很多基督徒胸無大志，只想僅僅得救。想一想，神國裏等級差

別如此懸殊，有些人位尊權重，用但以理的話說，“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永遠遠”（但 12:3）；有些人則微乎其微。可他們說：“管

它大小呢，只要能進天國就行了。” 

你知道是甚麼在推動人追求成為天國中最大或者最小的嗎？就

是對神的愛，“我立志盡心愛神，不辜負他的希望，好討他喜

悅。”這就是分別所在了。你以為最大跟最小沒甚麼分別嗎？是天

壤之別，而關鍵就是動力。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個有動力的基督徒。今天的教會毫無動力，

真是不可思議。你上班一定會在意晉升，讀書一定會在意成績好不

好。難道說“只要合格就行了，我很謙虛，不尋求最高榮譽”？你

以為別人會說你謙虛嗎？大謬不然，別人會說：“這傢夥怎麼回

事？” 

當然，你考試想拿第一，結果可能只拿了第二。不過沒關係，

你還是在追求第一。可有人只要及格便心滿意足，你會說他謙虛

嗎？這樣的話，恐怕要說“我不在乎及不及格”才更謙虛！為甚麼

不乾脆說——“我很謙虛，只希望不及格，因為我要是說想爭第

一，就太驕傲了。”真是荒謬！既然你同意這種思維很荒謬，那麼

同樣道理，追求在天國裏的榮耀怎麼會是驕傲呢？ 

在哥林多前書 9 章 24 節，保羅說，“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

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着獎

賞。”難道運動員要謙虛地說“讓別人得獎吧，我跑倒數第一就行

了”？這是哪種謙虛呢？賽跑就是為了得獎。我們竭盡全力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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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神喜悅，如果隨之而來的是成為“最大”，那就欣然接受，竭力

去達到最大、最高的標準。 

我祈求神在今天的教會中動工，興起一些胸有大志的人。感謝

神，章伯斯（Oswald Chambers）寫了一本書，名為《竭誠為主》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他追求在天國裏成為最高、最大、

最好的。 

宋尚節志向遠大 

宋尚節有一次在一所大學傳福音，有人問他說：“你是化學博

士，為甚麼傳起福音來了？”宋尚節說：“我問你一個問題，為甚

麼你來這所大學呢？” 

“我在攻讀化學學位。” 

“為甚麼你要讀化學呢？” 

“謀生。” 

“你拿到學位後有甚麼打算呢？” 

“找份工作。” 

“然後呢？” 

“結婚。” 

“然後呢？” 

“生兒育女。” 

“然後呢？” 

“終有一天我該入土了。” 

“然後呢？” 

“人一死就完了，我不知道還能怎麼樣。” 

宋尚節說：“朋友，你問我為甚麼放棄化學而去傳福音，我覺

得你是個聰明人，你讀書是在為將來打算——如何拿個好學位，找

份好工作，有個好家庭，過上好日子，一直到入土為安。可你沒有

想過死後怎麼辦嗎？我告訴你我為甚麼傳福音，因為我有更遠大的

計劃，我是在為死後做準備。你只考慮到入土為安，之後就沒有計

劃了。可我的計劃是進入永恆，我的歸宿不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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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尚節繼續說：“我當初也學了化學，也希望在世上出人頭

地。可後來想到最終就是躺在地下，不禁思忖：‘怎樣才能計劃得

更遠一些？我不要以墳墓為歸宿，我要追求永遠的榮耀。’所以你

看，你我之間的不同就在於誰更能深謀遠慮！” 

我們志在成為最大的嗎？ 

奇怪的是，今天教會很多人眼光短淺，目標只是今生，根本沒

想過要在永生裏成為最大的，覺得只要有個榮譽學位就行了。 

也許你連要榮譽學位的野心都沒有，“我不爭第一，位居第二

就行了。”於是你希望找份工作，這樣就能有個好將來；有個好將

來，就能有個好家庭；有個好家庭，就能如何、如何。中國人最善

於做這種盤算，可到最後又如何呢？神國裏等級相差懸殊，你看不

到死後的事情，就太鼠目寸光了。 

靠神的恩典，我志在做最大的，這根本不是驕傲。我有屬靈決

心，求神讓我得到“不能壞的冠冕”（林前 9:25）。 

等到了那一天，你的學位有甚麼用呢？你戴着學士帽參加畢業

典禮的時候，真是意氣風發。我當初是租了一頂學士帽，不知道之

前有多少人戴過，也不知道之後又有多少人戴過。但現在要是再回

到那家租賃公司問——“多年前我租的是哪一頂學士帽呢？”則肯

定已經成了垃圾，已經壞了！保羅說：你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

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在神國裏成為最大的完全取決於我們是否討神喜悅。這不是賺

來的，而是神賜予的。 

法利賽人的標準——完全委身於神的律法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

能進天國。”要超過法利賽人的標準，否則不能得救。 

我剛才就說過，很多人以為——“很容易，法利賽人是假冒為

善，我不是。”且慢！你真的不是假冒為善嗎？要知道，法利賽人

也根本不覺得自己假冒為善。不要以為法利賽人是在故意假冒為

善、招搖撞騙，這種理解大錯特錯了。屬靈生命最大的悲劇就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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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知道自己假冒為善。 

必須了解一下法利賽人。這是一個派別、組織，“法利賽”意

思是與眾分別出來的人。分別在哪裏呢？就在於對神的律法完全委

身。其目標是徹底遵行神的律法，甚至細枝末節也不遺漏，可謂用

盡畢生精力遵行神的律法。 

法利賽人興起之際正逢律法面臨挑戰，當時希臘文化滲入了巴

勒斯坦、以色列，眾人紛紛拋棄律法，法利賽人便起來捍衛律法。 

必須擯棄對法利賽人的舊觀念，以為他們是愚蠢的假冒為善

者，不值一提。其實法利賽人極為敬虔、熱心，所持守的公義標準

非常高，所以倍受全以色列民尊敬。他們常常捨生忘死捍衛律法，

一絲不苟遵行律法，甚至超乎了律法。律法沒有要求禁食，可他們

一周禁食兩次（星期一和星期四），而且是全天禁食。 

你每周禁食一次嗎？抑或一個月一次？一年一次？你可能會

說：“這只是行為。”可敬虔的行為有甚麼錯呢？保羅說，神拯救

我們是為了叫我們行善（弗 2:10）。好行為有甚麼可恥的呢？ 

法利賽人將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獻上十分之一，而且往往超過

十分之一。你有什一奉獻嗎？你的存款經受得起核對嗎？你願意公

開存款接受檢查嗎？基督徒至少要有什一奉獻，十分之一是屬於神

的，這是律法的要求。法利賽人不但有什一奉獻，甚至律法沒有要

求獻上的東西，也獻上十分之一。他們所做的超乎了律法的要求。

律法沒有要求禁食，只有贖罪日例外，他們卻甘願一周禁食兩次。 

在馬太福音 23 章 23 節，主耶穌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

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

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這裏的中文翻譯比較含糊，最後一句話“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

的”，原文沒有‘更重的’這幾個字。中文新譯本聖經翻譯為：

“這些是你們應當做的，但其它的也不可忽略。”甚麼意思呢？主

耶穌是在說：你們獻上十分之一、禁食，這是對的，應當這樣做；

可也不能忽略其它的，就是公義、憐憫、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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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並沒有說只要注重公義、憐憫、信實就行了，不必獻上

十分之一，不必禁食。大謬不然！他是在說：你們這樣做很好，可

還不足夠。 

基督徒醜化了法利賽人 

要擯棄舊觀念，以為法利賽人是一群膚淺的假冒為善者。事實

上，很多學者抗議基督徒醜化了法利賽人。要是我告訴你誰是法利

賽人，你準會大吃一驚。 

保羅是法利賽人，你想說他假冒為善嗎？保羅三次坦言自己是

法利賽人，並且引以為榮。比如使徒行傳 23 章 6 節，保羅在公會

中為自己申辯說：“弟兄們，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

孫。我現在受審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他沒有說“我曾經是法

利賽人”，而是說“我是法利賽人”，原文是現在時態，不可思

議！ 

所以不要草率說“法利賽人的義很容易達到”，請問你達得到

保羅還沒有信主以前的公義水準嗎？在腓立比書 3 章 5 節，保羅再

次說“我是法利賽人”，而且 6 節又說，“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

無可指摘的。” 

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賽人，他帶了約一百斤沒藥、沉香去安葬耶

穌，甘冒“連坐”危險去見彼拉多。你說這些人都是假冒為善？ 

迦瑪列也是法利賽人，使徒們在公會受審的時候，迦瑪列為他

們辯護。 

要擯棄對法利賽人的錯誤觀念，以為是一群愚蠢的假冒為善

者。他們的高山景行倍受以色列民敬重。他們也為公義付上了高昂

的代價，不怕為律法而死，雖然有時候錯會了律法的意思。比如在

羅馬統治時期，很多法利賽人為捍衛以色列律法而死於羅馬人刀

下。所以不要說法利賽人的義很容易達到，大錯特錯了！ 

你會說：“既然法利賽人的水準這麼高，為甚麼主耶穌說他們

是假冒為善呢？”原因是他們像很多宗教人士一樣，強調外在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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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的假冒為善是甚麼意思？ 

假冒為善是甚麼意思呢？你明白了耶穌的定義，就不會冒失說

自己不是假冒為善了。耶穌並沒有說法利賽人不敬虔、不熱心、不

公義，而是說他們假冒為善。假冒為善是甚麼意思呢？意思是強調

外在行為，忽略內在、內心。換言之，我們可以忙得不亦樂乎，卻

忽略了自己的內心。 

這一點也完全適用於基督徒。教會裏有太多假冒為善的人了，

處處假冒為善。你說你愛神，那麼我可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了。你說

神差耶穌為你死了，所以你愛神？假冒為善！讓我看看你是怎麼愛

神的，請證明給我看。雅各就是這樣說的，“你說你有信心，請把

信心指給我看”（參看雅 2:18）。 

教會充斥着假冒為善的人！你自稱盡心、盡性、盡力愛神，可

只要遇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麻煩，就開始埋怨神。 

你說你是為神而活，可你甚麼時候為他而活了呢？過去的一個

禮拜你為他而活了嗎？不要高談闊論，上個禮拜一你為他做了甚

麼？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呢？不要再自欺

了。 

假如耶穌現在在場，恐怕你都不敢正視他。要是他問——“你

愛神嗎？何以證明呢？你說你不是假冒為善，你愛神？你給了神甚

麼呢？”你怎麼回答呢？你說“我有很多開銷的！”我們當然都有

很多開銷，誰富有呢？所以就不必奉獻了？我們奉獻不是因為有

錢，而是表達出對神的愛。 

你說你愛神？你甚麼時候禁食為中國、為教會、為神的僕人禱

告了呢？甚麼時候迫切到甘願禁食禱告呢？你禱告到一半，便說：

“我肚子咕咕叫了，神啊，對不起，我吃完午餐再禱告。”你忙忙

碌碌，一會兒朋友來電話，一會兒要做這樣、做那樣，等到了晚

上，便說：“神啊，對不起，我今天有點忙！”假冒為善！居然還

說自己勝過了法利賽人的義？ 

法利賽人一天禱告三次。你一天禱告幾次呢？抑或你覺得禱不

禱告無所謂，因為你靠恩典得救了？法利賽人早上九點禱告，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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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點禱告，下午三點禱告。你的禱告生活如何呢？比法利賽人還

好？早上禱告五分鐘，晚上禱告兩分鐘？假冒為善！還說自己盡心

愛神？ 

你說：“法律賽人徒有外表，我是心裏愛神，大可不必禱告，

因為外在行為不重要。什一、獻祭都是在守律法，我這麼愛神，還

用給他甚麼嗎？”十足的假冒為善者的邏輯！卻還說“我們不是假

冒為善，我們是義人，我們的義勝過了法利賽人的義。”教會充斥

着假冒為善的人，實在讓人愴然涕下。 

你自稱愛神，打算侍奉他，卻一心關注考試、將來——如何通

過考試、如何找一份好工作。你根本沒有想到神的工作，只是閒暇

時間想一想，要是有五分鐘空閒，電視也沒甚麼好節目，那麼也許

可以給神，還說你的義勝過了法利賽人的義？ 

不要自以為是！神不能容忍自以為是，而這恰恰是法利賽人的

毛病，他們的假冒為善就體現在自義、自滿上：“感謝神，我不像

其他人！” 

這種態度在教會非常普遍，“感謝神，我是神的選民，不像非

基督徒。”這正是法利賽人的想法，而你的想法也毫釐不爽：“感

謝神，我不像那個邋遢鬼，吞雲吐霧；感謝神，我滴酒不沾。” 

有一次我去一家酒吧，有人看見了我，大吃一驚：“你來酒吧

幹嘛？”來酒吧怎麼了？耶穌跟罪人、稅吏打成一片！然而，你要

是去酒吧啜了一口酒（順便道一句，我沒有喝酒，只要了一瓶飲

料），那可就大禍臨頭了。 

你星期天讀報紙？穿迷你裙、塗口紅？那可就犯了滔天大罪。

有的基督徒認為喝茶、喝咖啡也是大罪，你還說自己沒有律法，不

在意外在行為？還有的基督徒認為不應該衣着光鮮華美，必須一身

黑。難怪你去德國就會看見，完美基督徒的標準衣着是黑裙子、白

襯衫、黑夾克、黑領帶。這就是好基督徒的制服，其它的打扮都是

大罪。 

可見我們也都是假冒為善，而且相當嚴重。要禱告說——“神

啊，鑒察我，試煉我的心思、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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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略公義、憐憫、信實！ 

耶穌是在說，你們的義要勝過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即你的基

督教信仰不要像法利賽人那麼膚淺！法利賽人忽略了公義、憐憫、

信實，就是忽略了愛神，你有沒有忽略呢？就看看教會裏基督徒之

間的相處吧，看看有多少教會各自為政，有多少弟兄姐妹彼此不

和，假冒為善！你自稱沒有忽略憐憫？那麼你愛人如己嗎？ 

務要誠實，求神鑒察，好救我們脫離這種膚淺的基督教，不至

重蹈法利賽人的覆轍。這完全是膚淺、外表的宗教。如果好基督徒

就是不抽煙、不喝酒，星期天不讀報紙，不下舞廳、不進影院，不

做這樣、不做那樣，那麼基督徒應該做甚麼呢？ 

我有個朋友曾是個花花公子，後來做了基督徒。他一表人才，

迷住了很多女孩子。做了基督徒後，他就不再跳舞、抽煙、喝酒

了。有一天我們一起用餐，他的一個朋友走上來開了一瓶酒：“來

一杯！” 

他說：“我不喝，謝謝！” 

“天哪！難道做基督徒就是不抽煙、不喝酒、不跳舞？那麼做

甚麼呢？” 

問得好！基督徒做甚麼呢？知道了他不做甚麼，也許更想知道

他做些甚麼。你如何回答呢？他很滿足於這種“無為”的基督徒生

命，可問題是基督徒是要有所作為的，就是要勝過這種膚淺的公

義。 

要知道，我們必須達到神所要求的公義，必須在世上成為光和

鹽。但今天的基督徒太擔當不起這種稱號了。我們必須達到神所設

立的標準，他說，我差你們去做世上的光、世上的鹽，就是與眾不

同。憑甚麼與眾不同呢？是憑你的光！甚麼是光呢？就是公義！甚

麼是公義呢？就是靠神的能力活出的好行為。既然是靠神的能力，

所以也就沒有失敗的借口了。願神鑒察我們的心，好讓我們活出他

呼召我們去活的生命。 

但最後一個問題是，怎樣才能達到這種水準呢？怎樣才能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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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崇高的呼召呢？怎樣才能成為世上的光呢？你覺得達不到，垂

頭喪氣：“神啊，我做不來。” 

我如何學習“勝過法利賽人的義” 

記得我離開中國的時候已經信了神三年，三年裏我受了很多

苦，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可當時我覺得自己的生命程度還是很低，

思想、行為常常達不到神的要求。 

你知道大部分基督徒是怎麼做的嗎？他們會跟神說：“神啊，

饒恕我的罪，讓耶穌的寶血潔淨我，幫助我不再犯了。”可第二天

又犯了，等到晚上便說：“神啊，饒恕我。”就這樣周而復始。 

我厭倦了這種循環。當時我正在香港，記得有一天從教會出

來，沿街而行，我覺得灰心失望到了極點，說：“神啊，我的基督

徒生命太貧乏了。” 

別人以為我是個好基督徒，可我心知肚明。我求神鑒察，他便

讓我看見我在各個方面都是一敗塗地。雖然人人都覺得我是個好基

督徒，可我更了解自己，實在厭倦了假冒為善。我並非故意要假冒

為善，而是怎麼也達不到神要求的水準。 

回到住所，我跪在神面前，說：“神啊，我活不出基督徒生

命，沒辦法，我放棄了。我愛你，不願再羞辱你的名。從現在開始

我不再稱自己是基督徒了，免得令別人失望，因為他們以為我是個

好基督徒。求你饒恕我。” 

結果神向我說話，我經歷過幾次神向我說話，這是其中一次。

凡迫切、誠實來到他面前的人，他就會回答。他說：“我從來沒叫

你憑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徒生命。” 

我問：“那我怎樣才能活出來呢？” 

“我已經給了你聖靈，你要靠聖靈生活。你一直在憑自己的力

量，所以才會失敗。” 

這也恰恰是法利賽人失敗的原因。他們有個高標準，也竭盡全

力去活出來，卻失敗了。當然外表上是成功的，我在外表上也是成

功的，人人都認為我是個好基督徒。當時我是上海教會青年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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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香港弟兄姐妹對我也早有耳聞。可我自己心中有數，知道是

假冒為善。 

神說：“我沒有叫你憑自己的力量生活，要靠聖靈的能力！” 

我說：“怎麼靠聖靈的能力呢？” 

“不要再掙扎了，讓聖靈掌管你。就好像開車，讓聖靈掌握方

向盤。你這麼刻苦努力、苦苦掙扎，我哪有機會彰顯大能呢？停下

來吧，讓聖靈掌管你的生命。” 

那是一次全新的體驗，我再次跪在神面前，說：“神啊，求你

完全掌管我的生命，告訴我該如何思想、如何感受、如何行事、如

何說話。”我不再討好人，做出一副好基督徒的樣子，因為神會

說：“別裝模作樣，要真誠，讓我的生命、大能彰顯在你身上。” 

那真是一次全新的體驗，我不明白為甚麼以前從沒有人告訴過

我。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要活出基督徒生命，卻徒勞無功；而神一

掌管，便煥然一新了。 

靠聖靈勝過法利賽人的義 

所以我們需要聖靈。怎樣才能勝過法利賽人的義呢？當然首先

必須把生命完全交給神。不但如此，接下來還要讓聖靈充滿你的生

命，要聖靈充滿！ 

教會太缺乏聖靈充滿的教導了，結果陷入了混亂。五旬節派認

為，聖靈充滿就是說方言。但聖靈充滿的神人從未說過方言。聖靈

在主耶穌身上無可限量，可聖經從未記載說主耶穌說過方言。 

但聖靈充滿非常重要，對我來說，聖靈充滿是改變的經歷，是

五旬節的經歷。我跪下禱告，把生命完全交給神掌管，然後站起

來，一下子就成了新人。我的基督徒生命不再掙扎、爭鬥了，從那

時起，神掌管了一切。 

你跟從這些步驟，就會進入基督徒生命的新階段——聖靈充滿

的基督徒生命。每個基督徒都必須被聖靈充滿，否則根本活不出基

督徒生命來。對基督徒來說，聖靈充滿再平常不過的了，不是甚麼

嶄新、特殊的經歷。基督徒就應該被聖靈充滿，由神掌管你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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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很多基督徒從未將生命交給神掌管，結果整個基督徒生命一貧

如洗。生命沒有讓神掌管，則假冒為善勢必在所難免，你只能跟法

利賽人一樣。難怪教會裏有那麼多假冒為善的人，因為聖靈充滿的

基督徒寥寥無幾。 

要禱告：“神啊，鑒察我，試煉我的心！”第一步要祈求的

是，“神啊，請掌管我的生命。我拼命掙扎，可就是活不出基督徒

生命來。”誰叫你拼命掙扎呢？要靠神的能力，他掌管你的生命，

一切就會煥然一新。你成了他能力的管道，神能夠透過你而行事，

簡直無所不能。也許有一天你給病人按手，他就痊愈了；為一個人

禱告，他就改變了。你說：“太奇妙了，這是怎麼回事？” 

你禱告也不必絞盡腦汁地想該禱告些甚麼，只是輕鬆地來到神

面前，讓他完全掌管，讓他引導你如何禱告。這種禱告經歷真美

妙，你只是安靜在神面前，他說：“我希望你為這人禱告。”你

說：“好，可我該為他禱告些甚麼呢？”神就告訴你禱告些甚麼，

你便為他禱告。你又問：“接下來再為誰禱告呢？”神又會引導你

為另一人禱告，於是你再禱告。你也可以用禱告敬拜、讃美神。 

這就是聖靈充滿，一定要掌握。沒有被聖靈充滿，就絕不會勝

過法利賽人的義。 

接受了聖靈，你就更是你了！ 

很多基督徒害怕接受聖靈，因為害怕會失去自己的個性，成了

受神擺弄的木偶、傀儡、機器人，從此就失去了自己的獨特個性。 

別擔心！根本沒有這種危險。被聖靈掌管之後，你並非不再是

自己了，恰恰相反，你更是你了，一個更加真實的你！聖靈的果子

是節制，聖靈會給你能力控制自己，他不會拿走你的個性。 

使徒彼得接受聖靈後並非就不是彼得了，他更是彼得了。不要

以為聖靈會拿走你的個性，讓你成為機器人。神不會這樣做，他創

造我們是要讓我們在基督裏成熟，滿有榮耀。所以別擔心自己會變

成甚麼樣子，你會前所未有的完全、美麗，不會成為機器人。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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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給你節制的能力，讓你成為你原本應該有的模樣，就是在基督裏

全然美麗。但聖靈不會拿走你的個性。 

神已經為我們預備好了在聖靈裏的奇妙生命，我不明白為甚麼

基督徒要過一個可憐、失敗、假冒為善的生命。願我們現在就能進

入這種美麗、成熟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