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绊倒⼈的有祸了 

马太福音 18章 5-9节 

 

我们一直在查考主耶稣的教导，从中看见神的智慧和旨意。我

只能想到用一个词来形容主耶稣的教导：革命性。这个世界喜欢

用“革命”一词，其实根本算不上是革命，无非是来了个新独裁

者，代替了旧独裁者，算不上改变。也许形式变了，内涵却依旧，

换汤不换药。 

主耶稣带来的革命就真的是革命了，因为一切都改变了！马太

福音 18章 1-4节说的是一个人生命方向彻底改变： 
1 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2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3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
国。4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
的。” 

这并不是说小孩子生性谦卑，其实小孩子并不谦卑。关键就是

我们成人要转变成小孩子，谦卑自己！你已经长大成人，但必须

再次变成小孩子，降至孩子的程度，这真是非常谦卑了。所以关

键不是小孩子谦卑，而是我们要谦卑，成为小孩子。这真的是革

命，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方向！ 

耶稣的教导与世界的价值观正恰相反 

我们总想成为大人，你在盼望着——“现在我才二十岁，是无

名小卒，也许到了二十五岁就会出人头地。如果还不行，也许长

一点胡须，就会显得更成熟些。”等到二十五岁，你发现自己还是

不太成熟，因为在三十岁的人看来，你算什么？只是小弟弟，他

会说：“我都三十了，你才二十五？”你便想：“等我三十岁，就

可以了不起了。”及至你三十岁，发现自己还是无名小卒。于是你



 

 

希望到了三十五岁，脸苍老一些，胡须多一些，就可以了不起了。

及至你三十五岁，还是无名小卒。于是你又希望等到两鬓长出了

白发，就一定会受人尊重了。及至你两鬓泛白，发现自己还是无

名小卒。 

问题在于我们一直以为年龄、地位增长了，自然就会出人头地。

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一直往上爬，好出人头地。我们会想：“现在我

还没毕业，什么都不是；等到毕业了，我就会不一般了。” 

等到毕了业，你会得到一个小头衔：某某学士。可是你发现世

上学士比比皆是！学士还不够，也许得当硕士。可是你又发现硕

士也比比皆是。于是你又想当博士。等到你去找工作，突然发现

博士也比比皆是！你便想：“我该怎么做，才能出人头地呢？” 

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要不断往上爬，追求出人头地。主耶稣

说：除非你的生命来一次革命，改变整个生命方向。你说：我一

直在努力摆脱孩子气，现在你要我再成为小孩子？ 

里面的改变：愿意在世上成为无名小卒 

这个改变就是，愿意在世上成为无名小卒，愿意遭人藐视、嫌

弃，正如以赛亚书 53 章 3 节说到的基督：“他被藐视，被人厌
弃……” 

我们喜欢孩子，但孩子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果孩子乖巧、不

淘气，不喋喋不休，不将食物弄得满地毯、满桌子都是，那么我

们会觉得孩子很可爱。但孩子在世上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冒出一

个主意，我们就会说：“真孩子气！真幼稚！真傻！”然而我们还

会迁就他们，微笑以待，毕竟我们喜欢小孩子，尽管有时候他们

会说出那么愚蠢、可笑的话来。 

主耶稣突然告诉我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

式……”太匪夷所思了！但这就是主耶稣教导的特点，总是这样

出人意料，语惊四座。我们正奔向这个方向，主耶稣却说：“你们

走错了方向，应该往那边走。”你说：“可我正是从那边走过来的！”

主耶稣说：“你们应该走那边，回到遭人藐视、嫌弃的阶段，回到

无名小卒阶段。”你说：“那正是我不想要的。”主耶稣说：“除非



 

 

你们甘愿成为这样的人，否则进不了天国。” 

没有人愿意成为小孩子 

谁说做基督徒容易？完全跟我们人的本性相悖，跟我们自小被

灌输的追求目标相悖。我们常常听到的教训是：“你什么时候长大

呢？怎么还是小孩子？”于是我们就整日盼着快快长大。现在又

听说要成为小孩子，要像小孩子那样完全倚靠神，与神同行，做

他让我们做的事，哪怕别人觉得太荒唐、太幼稚、太愚蠢，我们

还是会说：“阿们！赞美主！” 

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必须正视，难道你有更好的解释？

这教导跟我们从小一向接受的教育、灌输截然相反，而我们必须

遵循这一教导，再次成为社会上的无名小卒，像小孩子一样。 

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 18章 5-9节： 
5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6凡使

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
上，沉在深海里。7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
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8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
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
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9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
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
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太 18:5-9） 

主耶稣这番话真有震撼力。什么意思呢？5 节的意思简单明
了：“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像这小

孩子的”，惟有像小孩子的这种人才真正代表基督，所以凡接待他

的，就是接待基督。 

成为小孩子的门徒在世上真正代表了基督 

这种人选择不做骄傲自大、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成年人，甘

心谦卑自己，成为小孩子。这种心存谦卑的人看神为父亲，完全

倚靠神，就像小孩子倚靠父亲一样。他不怕别人怎么看自己，因

为他爱自己的父亲，按照父亲的吩咐行事，即便遭受众人的嘲笑、



 

 

鄙视、嫌弃，也无所谓！因为他已经学会了谦卑自己，成为小孩

子。这种人才真正代表了基督。骄傲、自满、自负的人不能代表

基督，接待他并非接待基督。但接待了内心像小孩子的这种人，

就是接待了基督，因为他真正代表了基督。 

真不知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否在世上真正代表了基督。众人见到

我们，能否说我们真正代表了基督呢？ 

谦卑并非弯腰垂首，说话细声细气，别人都听不见你在说什么；

谦卑也不是穿着邋遢。谦卑是心里谦卑，并非一套外在表现。最

重要的是这种内心的态度：不寻求人的荣耀、赞赏、抬举。因为

他在世上已经由成人降为无名小卒，不介意别人的看法。 

关键就是，这种人才真正有基督的心，说话、行事代表了基督。

所以马太福音 18 章 5 节很容易明白：“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
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并非任何一个小孩子，而是“像这小孩

子的”——即这种谦卑自己，成为小孩子的人。 

6 节称这种人为“信我的一个小子”。圣经称门徒为“小子”。
“小子”并非真的小孩子，如果你熟悉主耶稣的教导，就会发现

主耶稣经常称门徒为“小子”。“小子”并非真的小孩子，而是对

门徒的称呼。“小子”当然也包括了信耶稣的小孩子，但不只局限

于小孩子。 

绊倒这些小子是非常严重的事 

这句话非常重要：“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

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里说的是大磨石。当

时有两种磨石，一种是小型的，是家庭主妇用的，可以说是家庭

型的，家家户户都有，用以磨面或者磨安息日烧的香。但大磨石

是大型的，按今天的话说，是商业型的，又大又重，人根本推不

动，需要用驴来推动。这种商业型的磨石是磨东西用的。 

主耶稣此处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

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就是用一根绳子从磨石中间的窟窿穿过，

再绑到自己脖子上，然后跳进深海里。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

说每次你得罪了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就应该立刻自杀？如果照字



 

 

面意思来看，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下次你得罪了弟兄姐妹，

就去找一块大磨石跳海吧。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吗？ 

主耶稣讲话真是惊人，我们不得不认真思想这番话究竟是什么

意思。主耶稣这番话的目的是要我们清楚认识到天父是多么爱这

些相信耶稣的门徒们、小子们。他是在说，如果有人让一个门徒

犯罪跌倒，那么你要知道，神会严惩不贷。神太爱这些小子们了，

你要是令到一个小子跌倒，那就等着神怎么收拾你吧。及至神的

惩罚临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悔不当初的。 

主耶稣要表达的是神多么爱门徒们，要是有人伤害了他们，那

就正如旧约先知所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亚 2:8）。
“眼里容不进半点沙子”，眼里进去一点点东西都会好疼的！先知

说，摸你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人。谁伤害了神的子民，神就会

这么敏感。 

作为耶稣的门徒，你知道你是多么蒙神看重吗？你知道神多么

疼爱你吗？谁碰了你，就是碰了神的瞳人！要是有人或者你自己

碰到你的瞳人，你一下子就会反应。有人打你一下，你还可以迟

疑一会儿；可是碰了你的眼睛，你立刻就会反应。眼睛在身体中

就是这么宝贵，你在神眼中也是这么宝贵！ 

关键就在这里了！任何人伤害了基督的一个门徒，或者谋算要

伤害他，特别是在属灵上伤害，那么神就会激烈回应！神爱这些

门徒，与他们感同身受，这一点真让我们感动！ 

还需要问一个问题：使一个小子跌倒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至

关重要，因为如果神的回应如此快速、激烈、可怕，以至于你最

好自沉大海，好过面对神的惩罚，那么显然我们得确切知道在什

么情况下才算是绊倒了人。 

绊倒的意思是使某人完全离弃神 

必须从圣经中准确明白绊倒人是什么意思。此处绊倒并非惹他

生气，不是说每次你惹怒了弟兄，就得去跳湖自尽。绊倒的意思

远非如此，而是致使一个小子沉沦，完全离弃神；致使他严重跌

倒、丧失信心；致使他犯下大罪，背弃了基督。 



 

 

即是说，你要是做了什么事令到这个门徒离开基督、离弃信心，

你就是绊倒了他，那么神就会对你大发烈怒。相比之下，你倒不

如把大磨石拴在颈项上跳海，也比面对神的惩罚来得容易。 

绊倒的意思是离开了，圣经用到这个词的经文很多，比如马太

福音 13章 21节（平行经文是马可福音 4章 17节）：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乃至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跌倒”和“绊倒”都是在翻译同一个希腊文，绊倒就是跌倒

了。马太福音 24 章 10 节也用到了这个希腊字，说到主耶稣要来
的时候，很多人会爱心冷淡，离弃基督：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这里再次翻译为“跌倒”。可见绊倒人并非冒犯、得罪他，惹

他不悦，而是让他属灵上垮了。 

什么样的行为会绊倒人呢？ 

如何绊倒一个门徒，让他失丧信心呢？不妨想一想创世记 3
章，立刻便看见这就是撒但对亚当、夏娃所做的事。要想让一个

人属灵上崩溃，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引诱他犯罪，无论用什么方法，

总之让他犯罪，使他属灵上崩溃。亚当就是一个例子，撒但试探

他，让他做了本不该做的事，使他陷入了罪中。 

总之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一个基督徒跌倒，只要引诱他做他明知

不该做的事就行了。比如性试探，再比如钱财试探，让他小偷小

摸，或者侵吞一些他不该拿的钱财等等。无论什么样的罪，只要

用一些诱人的手段吸引他明知故犯，他就会陷入罪中，跌倒了。 

旧约也有绊倒人的事，无论是希腊文旧约还是希伯来文旧约，

“绊倒”一词经常与拜偶像相连，比如以西结书 14 章 3 节、44
章 12节，两处都说到众民误入歧途，敬拜假神。今天拜偶像并未
销声匿迹，假教导会引诱我们去敬拜假神，这是绝对有可能的。

比如，我们会受诱惑去敬拜金钱。 

 



 

 

金钱是现今最大的偶像，是现代金牛犊，人人都向它下拜。金

子生意如火如荼，人人争先恐后，我们怎会不爱金牛犊呢？有趣

的是，在以西结书 7章 19节，拜偶像跟金、银相提并论，这种拜
偶像风气——拜金主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尤为突出。 

每每有人提议基督徒做生意，我都会非常担心。如果你不看重

（也许不用“崇拜”这个强烈字眼）金钱，为什么要做生意呢？

做生意的动力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是多多益善！月入多少钱是成

功的标志，这就是试探！所以我非常担心。 

有人曾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做点小生意呢？一天只需几个小

时，一个月就可以赚几百块。在乎你投入多少时间，要是你投入

足够的时间，也许可以赚几千块！做牧师收入微薄，所以为什么

不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呢？” 

我立刻拒绝了，因为一旦开始花上一个小时，赚了几块钱，你

就会想：也许可以再花两个小时，赚更多。也许三个小时！结果

终有一天，我会在讲台上说：“我没有时间预备信息，因为生意越

来越多，越来越忙。要是生意越来越好，那么你们就另请牧师吧。” 

我发现那个建议我做兼职生意的人真的是将绊脚石放在了我

脚前，怂恿我拜偶像。有衣有食，为什么我们不能知足呢？也许

我们的收入不及别人一半，但保罗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提前 6:8）。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开名车、穿名牌，这又何妨？感
谢神！我吃得饱、穿得暖，这就足矣，为什么要受财富的试探，

为了发财而去敬拜它呢？小心这种试探。更危险的是，千万不要

把这个试探摆在别人面前！我决不愿做这种事，免得这人深陷进

去，不能自拔，就跌倒、离弃了信仰。 

首先，试探是想尽办法让你做本不该做的事，比如淫乱的试探。

其次，你可能将试探放在了侍奉神的人面前，令他离开了侍奉岗

位。做生意当然不是犯罪，圣经从未说不可做生意。然而如果你

鼓励侍奉神的人不妨做些兼职生意，就可能毁了他的侍奉工作，

成了他的绊脚石。我不排斥生意人，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然而

你怂恿一个侍奉神的人转变方向，或者至少兼职经商，那么就要

小心了，可能会毁了他的呼召和委身。 



 

 

哥林多前书 8章 13节提到了另一种绊倒人的原因，就是某些
事未必是罪，却违背了别人的良心，如果你一意孤行，就会绊倒

人。比如说，某人也许是吃素食长大的，你认为吃肉没什么问题，

但他觉得不能吃肉，所以如果你硬让他吃肉，那么也许你就会让

他跌倒了。 

比如你为他做了一道菜，他吃了，说：“什么菜，这么好吃？”

你说：“哈哈，是肉！”他会一下子不知所措。你骗他吃下了肉！

这样做不对，因为你绊倒了他，他良心是软弱的。你说：“他不该

良心软弱。”但他是软弱的！说“他不该良心软弱”于事无补，你

必须给他时间，也许渐渐地他就会明白。 

哥林多前书保罗这番话特别是在关切犹太人，犹太人从小到大

是不吃猪肉的，穆斯林也是。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猪肉跟其

它肉有什么不同呢？竟然有人不吃猪肉？于是你趁他吃的时候，

给他一片猪肉。他以为是鸡肉，就吃了下去。你问：“味道如何？” 
“不错，不错！” 
“你知道是什么肉吗？” 
“不知道。” 
“猪肉。” 
“什么？”他一子不知所措。你让他陷入了困境。你觉得很好

笑，他却惶恐不安，觉得违背了父辈的律法，要下地狱了。 

不该这样行事！你没有考虑到他的良心，可能让他跌倒了。 

比如有些人良心软弱，觉得喝酒是大罪，他们一向得到的观念

是圣经禁止人喝酒。圣经当然没有这种禁令，其实恰恰相反，圣

经允许喝酒。然而如果一个人是在这种认为喝酒是罪的观念下长

大的，那么我就会非常小心，因为他的良心软弱。我的良心不软

弱，但他的良心软弱。 

保罗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

弟兄跌倒了”（林前 8:13）。如果我喝酒会绊倒这位弟兄，那么我
就不喝酒，因为我在意的是他的良心，并非我的自由。我有喝酒

的自由，然而如果会伤害到他的良心，那么我不会坚持我的自由。 



 

 

或许有些人不沾茶、咖啡，你便说：“现在是二十世纪了，还

这么落后，不喝茶、咖啡？”你揶揄、挖苦他，让他无地自容。 

我们必须有耐心，不可傲慢，总之这是谦卑的态度。但我们往

往把人绊倒了。而且绊倒人是很容易的，也许你自以为强壮，可

是别人一个不小心，也很容易就绊倒你。而你遇到这种事情时，

也会无法释怀。 

还有一种更加严重，就是马太福音 16章 23节彼得对主耶稣所
做的事。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
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块绊脚石好厉害！彼得做了什么，成了绊脚石呢？原来主耶

稣要上十字架，要为你我、为世人舍命，彼得却说：“主啊，不要

上十字架，不要受这种苦，我这么爱你，不许你受这种苦。主啊，

不要去！”主说：“彼得，走开。你是绊我脚的，拦阻了我的路。” 

凡挡住你前行之路的，就是绊脚石，它阻碍了你的属灵生命前

进。这种事非同小可，可见我们多么容易就成了绊脚石。我也常

常恐惧战兢，唯恐出于好意，却阻挡了某人与主同行的属灵成长

之路。我们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好意，彼得也是出于好意，他自以

为非常爱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一提及自己要死了，彼得就说：不

行，你不能苦待自己！ 

每每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想要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走门徒之

路，走窄路，绊脚石就会来了！要么家人、要么朋友等等加以劝

阻说：“你不该这样做，不该背起十字架受苦、舍己、失去一切。” 

有些人真的是因为爱你（就如彼得爱耶稣），才说出了这番话。

也正因如此，这块绊脚石才会这么有效地搅扰我们。一旦你想跟

从耶稣、背起十字架，你的父母（有些父母甚至还是基督徒）就

会流泪恳求：“为了我们，为了你，不要这样做！”见到他们老泪

纵横，见到他们诚挚的爱，你真是于心不忍。结果很多人停滞不

前，因为他们知道从中拦阻的人是出于真爱。 

别忘了彼得是真的爱耶稣，才阻止耶稣上十字架。但主耶稣的



 

 

回答非常严厉，惟有关心天父旨意的人才能明白：“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绊我脚的。” 

以上是绊倒门徒的五种方法，任何一种都可以绊倒一个门徒，

让他停滞不前。很多基督徒本想服侍主，却听见年长基督徒说：“服

侍主啊？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认为你不该去，我认为你没有讲道

的恩赐，我认为……”他一下子手足无措，便想：“他信主时间比

我长，如果他认为我不适合去服侍主，那一定错不了，也许我不

适合服侍主。” 

你这样做就阻挡了他属灵前进之路，要小心，因为主耶稣这里

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千万不

要拦阻人服侍主，千万不要说他没有用，没有恩赐，不该服侍主。

你敢担起绊倒人的责任吗？我可不敢。我只能讲清楚有什么代价，

看他是否计算过了代价，是否知道服侍主要面对些什么。及至解

释清楚了，他计算过了代价，仍想服侍主，那么我不能阻挡他的

路。 

然而让一个人灰心丧志、放弃服侍主，这就是绊倒了他。我见

过很多老基督徒做这种事，他们对年幼基督徒说——“你信心这

么幼小，刚刚做基督徒两年，还没有经验，你不能讲道”等等，

总之让他们觉得——“老基督徒都这么说，看来我真的不适合服

侍主”，于是退却了。而他们一旦退却，往往一落千丈，最后完全

离开了主。我见过这种悲剧。 

你做了这种事，那么到了那一天，神会如何待你呢？所以千万

不要妨碍基督徒同伴。主耶稣这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基督徒若

妨碍了另一个基督徒，绊倒了他，那么“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

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好过面对神的审判。 

另一方面，是不是说我们对基督徒说话小心翼翼，不能得罪、

冒犯他？当然不是！绊脚石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

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看见，彼得做了绊脚石，拦阻主耶稣前进，

完成救恩工作。但也有一种好绊脚石，就是拦阻人沉沦、灭亡。

主耶稣本身就是绊脚石，竭力阻止人灭亡。比如罗马书 9章 33节
说到主耶稣是绊脚石，主耶稣命定成为一个拦阻，拦阻人走上灭



 

 

亡之路。保罗此处是在引用以赛亚书 8章 14节： 

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
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对不信的人来说，耶稣就是一块绊脚石，目的不是毁坏，因为

耶稣来不是定罪，而是拯救。耶稣来就是为了阻止人走向灭亡。

现在可能你正在沉沦，还不认识神，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是在走向

灭亡，走向永火里。主耶稣就是这块绊脚石，基督的十字架挡住

了通往地狱的路。基督就站在地狱门前，张开带着钉痕的双臂，

阻挡一切要进入地狱的人。这里说他是“一块绊脚的石头，信靠

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如果我们见到一位弟兄正往灭亡、犯罪的

路上走，那么显然我们必须加以阻止，劝他不要走自我毁灭之路。 

从这个角度而言，主耶稣根本不怕冒犯法利赛人。马太福音

15章 12节说，主耶稣成了法利赛人的绊脚石：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
知道吗？” 

“不服”就是“绊倒”这个字，两个词都是在翻译同一个希腊

字。门徒说：“法利赛人被绊倒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说绊脚石

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不好的绊脚石让一个属灵

人落入罪中，离开基督；好的绊脚石拦阻人犯罪，出于爱而讲出

真理，劝阻他不要走上灭亡之路。 

现在就能够明白主耶稣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了。是不是说每当你

得罪了弟兄，就该跳湖去？当然不是，也许你需要去得罪弟兄，

他需要听真理。然而如果你的得罪是令到他属灵上跌倒了，神就

会惟你是问。你伤了神的瞳仁，就得面临神严厉的审判。 

主耶稣这番话是很容易理解的，他是在说：“神爱这些小子，

若有人胆敢让他们属灵上跌倒，那么他最好自沉大海吧，好过神

亲自降下重罚。” 

一次蒙恩，永远蒙恩？ 

请留意，如果一次蒙恩、永远蒙恩，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



 

 

么主耶稣这番话也就毫无意义了，成了废话。明白这一点至关重

要。这小子是信基督的，是得救的人，如果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那么没有人可以绊倒他、使他离弃基督。照此逻辑，你可以任意

犯罪、伤害弟兄，让他离弃信心，反正不会影响他的永生。显然，

这种假教导（当今教会非常盛行）恰恰否定了主耶稣的教导。 

一次蒙恩、永远蒙恩，这种假教导已经绊倒了很多人。如此一

来，我可以任意伤害你，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用财富、犯罪、

性等等任何东西来引诱你，你都不会跌倒，因为一次蒙恩，永远

蒙恩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让一个弟兄犯罪，神这么大的

反应？你根本伤害不了弟兄。 

显然，这种教导恰恰是否定了主耶稣的教导。说伤害不到弟兄，

不至于令他离弃基督，这不是事实。我恳求你们明白这一点，否

则的话，主耶稣这番教导就毫无意义了，他就没必要警告我们不

要绊倒弟兄了。 

留意接下来的话。如果真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接下

来的话就是错的了。马太福音 18章 7-9节说： 
7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8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
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9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
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
的火里。 

别忘了整段话都是对门徒讲的，不妨看一看马太福音、马可福

音、路加福音，其实每一处都是对基督徒说的。“你”是指门徒，

耶稣是在对门徒们说：“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

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

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剜出来丢掉。你只

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如果真的是一次做门徒、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那么主耶稣

这番教导就不真了，因为手犯罪、眼犯罪、整个身体犯罪，都没



 

 

有关系。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总不会灭亡。这不是主

耶稣的教导。到底哪一个是真理，请你仔细查看。这种教义是从

地狱来的，在欺骗弟兄姐妹，给你一个假保障，说什么一次蒙恩、

永远蒙恩，从此高枕无忧。这不是真保障！真保障是来自你内心

的圣灵，圣灵在你内心证明你是神的儿女（罗 8章）。这才是圣经
所说的保障。 

激烈的反应：证明害怕犯罪得罪神 

正因为这种教义，所以现在经常听人说圣洁无关紧要，犯罪是

无伤大雅的事。请仔细看看主耶稣这番话，主耶稣对门徒说：你

的手犯了罪，那么尽管手对你来说那么宝贵，但你最好严厉对待，

把手砍掉。砍了手，你就会失去工作，成了残废，但也好过下地

狱。 

主耶稣当然是在打比方，并不是说砍了手你就不至于犯罪了。

如果砍掉手能够让你不再犯罪，那么你最好砍掉手吧，因为神不

仅是慈爱的，也是圣洁的。一定要认真思想主耶稣的教导。我发

觉今天教会对耶稣教导的理解还不如一些法利赛人和拉比。 

拉比那鸿的故事 

最后我想讲一讲拉比那鸿（Rabbi Nahum of Gimzel）的故事。
据说拉比那鸿双目失明，没手没脚，浑身生疮。拉比那鸿生活在

早期教会时代，即公元 80年至公元 120年，跟基督在世的时代非
常接近。读一读拉比那鸿的故事就会发现，我们一向百般挖苦、

揶揄的法利赛人恐怕比基督徒更明白福音书的教导。 

拉比那鸿是个义人，生命素质非常出色，很多人在他门下学习。

他的门徒问他说：“您这么公义、善良、慈爱，为什么会眼瞎、没

手没脚、浑身生疮？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义人，会受这么多苦呢？”

拉比那鸿就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拉比那鸿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赶着三头驴载食物，途中

遇到一个病人躺在路旁。病人对他说：“拉比，请把你车上的食物

给我一点吧。”拉比那鸿回答说：“等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你一点。”



 

 

于是拉比那鸿继续赶路。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那人死在了路旁。

拉比那鸿跳下驴车，跪在死者旁边，说：“神啊！让我这双不怜悯

人的双眼瞎了吧，让我这不帮助人的双手、双脚断了吧！”说了这

些，拉比那鸿依然觉得亏欠死者，便说：“愿我浑身生疮吧！” 

拉比那鸿对门徒说：“神是永活真神，所以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双目失明，手脚没了。”拉比那鸿没有说是怎么失明、失去手脚的，

也许是在战争中失去的。总之他对门徒说这番话时，已经是失明，

没手没脚了。 

门徒们听了他讲的故事，就说：“拉比，见到你这个样子，我

们真是有祸了！”拉比那鸿说：“不对，如果你们没有见到我这副

样子，那么我就有祸了！”拉比那鸿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

思是说：如果现在我没有经历到神的审判（因为没有帮助那人，

以至于他死了），那我就有祸了。我现在眼瞎，没手没脚，好过有

眼睛、手脚健全下地狱。 

你看得见吗？相比于多数基督徒，拉比那鸿更明白主耶稣的教

导！他知道以残疾之身进入永生，好过以全身下地狱。他的属灵

领悟力远胜过许多基督徒。 

神的确爱我们，这种爱绝对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神爱我们到一

个地步，若有人想要在属灵上拦阻、伤害我们，那人就得面对神

的烈怒。然而我们也必须活在圣洁中，不要想——“神这么爱我

们，所以我们可以随意犯罪，他不会介意的。”神非常介意，尽管

神非常爱我们，可是如果我们犯罪，就得面对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主耶稣的教导：神是慈爱的，也是圣洁的，

完全的平衡！神对我们深切的爱，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但他的爱

不能容忍我们犯罪。但愿我们有拉比那鸿的智慧，能够为神的慈

爱而欢呼，同时也以喜乐、感恩的心活出神的圣洁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