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左臉也轉過來 

馬太福音 5章 38-4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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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拿你的裏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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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38-42） 

 

這番教導顯然是登山寶訓的核心，甚至那些對聖經一無所知的

非基督徒也耳熟能詳，知道這是耶穌的獨特教導。 

為甚麼要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呢？ 

這段經文是甚麼意思呢？如何理解呢？有人建議說，耶穌的意

思是不要還擊。僅此而已？既然如此，何不乾脆說“有人打你的右

臉，不要還手”？為何說“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這似乎遠非

不還手而已，如何理解呢？ 

讀這段經文自然會冒出很多問題：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這

樣做意義何在？有甚麼屬靈價值？到底這一切想成就甚麼？我們需

要探究箇中意思。 

有人說就是必須向自己死。這的確很接近主耶穌的意思，可甚

麼是“向自己死”呢？我們在教會習慣了用一些術語，卻只是一知

半解。到底“向自己死”是甚麼意思呢？ 

我帶查經常常會刨根問底，每每有人提出一些建議，我會問：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我們往往用一些自以為明白的術語，其實

並不明白。很多人自以為明白神的話，卻經不起刨根問底，這是教

會中的一個大問題。不要做這種人，要明白神的話是甚麼意思。不

要滿足於一知半解，這非常危險，自以為懂，其實不懂。要是我刨

根問底——“向自我死”是甚麼意思呢？恐怕你根本招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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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打人耳光——奇恥大辱 

想一想，你跟一個人相視而立，你會如何打他右臉呢？惟有用

手背，好像打乒乓球、羽毛球一樣，反手一擊。神的話真奇妙，一

字千金。反手一擊有甚麼含義呢？含義非常大，這是極其羞辱、無

禮的一擊。即便在今天的阿拉伯社會，用手背打人一記耳光依然是

奇恥大辱。 

我查閱了猶太律法，它是這樣說的：你羞辱人，摑了他一記耳

光，他把你告上法庭（當然是猶太人的小法庭，有一位法官或者三

位法官），你就得挨罰兩百塊羅馬銀幣。這筆錢數目不菲，在當時

可以買一件名貴大衣。我不知道現在買一件大衣需要多少錢，總之

罰款金額相當高。但反手打人耳光，就要加倍罰款，罰四百塊羅馬

銀幣。 

可見了解猶太律法非常重要，有助於明白新約教導。遺憾的

是，這些資料在市面上很難找到，但我們必須了解這些背景，才能

正確明白神的話。必須知道這個常識：根據猶太律法，打人耳光是

嚴重侵犯了人身。你損害了他的尊嚴，讓他蒙了羞。而反手打人耳

光是加倍的羞辱，因而也要加倍罰款。 

公義的原則：以眼還眼 

38 節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是公義的原則，十誡裏沒

有，但摩西律法裏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公平嗎？社會當然

要有公義，你打瞎別人的眼睛，就得賠上自己的眼睛；砍掉別人的

手，就得賠上自己的手；殺人就得償命，以命抵命。這是公義的原

則，是為了維護公平、公正。 

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必須有公義；沒有公義，我們根本不能存

活。想一想沒有警察會成甚麼樣子。我聽說夢特婁警察一度大罷

工，結果可想而知，搶劫、殺人案件立刻驟升。人們大肆搶劫，因

為有了可趁之機，警察不在，只要砸碎商店玻璃就行了。沒有人執

法，社會一下子就亂了套。 

法律的宗旨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當然往往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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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字面執行，而是判處等價賠償。比如你開車撞傷了人，法庭會如

何判決呢？依照法律，打瞎人一只眼得賠償五萬塊。哇！你真希望

他們挖出你一只眼了，你的眼睛更便宜，而五萬塊你付不起。他的

腿斷了，你又得賠五萬塊甚至更多。我不知道到底需要賠多少，難

怪人人都得買保險，因為根本付不起這種罰款。 

今天的法律依然是“以眼還眼、以腿還腿、以手還手”，不過

是用罰款的方式來還。法庭會評估受害人的腿值多少錢，然後判處

你交納相應賠款，也許五萬、十萬。可見這個原則依然生效，它是

整個法律的基石。 

法律沒有饒恕的概念，向法官求情是無濟於事的。“法官大

人，真對不起，我一定不再犯了”，你以為法官會說“好吧，你已

經懊悔了，那就一筆勾銷吧”？大謬不然，法官會說：“我不管你

有多後悔，你打殘了他的腿，就得償還。”這是法律的原則，沒有

饒恕，只有公義。所以耶穌說，“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

從那裏出來”（太 5:26）。 

法律是遏制犯罪的必要手段 

法律是旨在遏制犯罪，既然這是個污濁的社會，就必須有法律

加以遏制，否則罪就會大肆泛濫。人一旦放任自流，真可以壞到無

可言說。 

我以前就提過人沒有了法律會變成甚麼樣子。難怪侵略軍可以

成為衣冠禽獸，無惡不作，因為失去了法律約束。身在異邦，本國

法律鞭長莫及；又是戰爭狀態，也不受制於異邦法律。除非總司令

軍紀嚴明，嚴懲不貸；但總司令往往綏靖縱容，結果士兵們屠殺、

搶掠、姦淫，無所不用其極。日本兵在中國就是這樣，如同禽獸。

當然其它國家的士兵也是如此。 

社會必須有法律。可為甚麼又說連左臉也轉過來呢？這有悖於

法律，而且是在廢除法律。難道意思是——“雖然法律規定以眼還

眼，可我不介意，感覺還不錯，你再打我幾巴掌吧”？這是甚麼意

思呢？好像是受虐狂，喜歡受苦。這像耶穌的教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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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質疑得不錯，耶穌當然沒有說過要做“受虐狂”。可又如何

理解這句話呢？ 

神、人的思想截然不同 

要想明白這段經文，就得知道一個屬靈原則：人的思想與神的

思想截然不同。這一點至關重要。神的想法與人的想法相去天淵，

所以在以賽亞書，神對以賽亞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

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賽 55:8）。 

你能明白這是甚麼意思嗎？只要看看主耶穌的這番話，就知道

神的道路跟我們的道路是多麼不同了，天壤之別！而成為基督徒，

關鍵就在於你整個思想更新、改變了。 

當今教會的問題是充滿了心意未更新的人，無非穿上了新衣，

內裏還是舊的，言談舉止、思想意念跟非基督徒毫無二致，卻自稱

是基督徒。 

上個禮拜我心情相當沉痛，因為我發現我們教會跟其它教會一

樣，很多人的思想還是舊的，還是屬肉體、屬人的，根本沒有更

新。坦白說，我大失所望、心灰意懶，真想辭職不幹、一走了之。

我想說：“你們要是不想被改變，不想成為新造的人，那就請便

吧，你們走你們的路，我繼續走神的路。” 

弟兄姐妹們，教會不可有論斷、批評以及屬肉體的思想，我們

必須更新。我不願單單建立一間教會，而是要建立門徒。主耶穌

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 28:19）。甚麼是門徒呢？

就是思想完全更新了的人，這就是整個登山寶訓的教導。登山寶訓

並非“道德經”，而是在告訴我們新人的行事為人。 

你想成為新人嗎？要是不想，那我們就分道揚鑣吧，我惟獨走

神的道路。我不在意會不會得罪聽眾，以前我在利物浦教會就說

過，即便聽眾不願聽，拂袖而去，甚至教會空無一人，我也不在

意。我只要傳講神的話，毫不妥協。 

有趣的是，利物浦的會眾不願離開。我講道扎心刺耳，周復一

周，可會眾還是繼續來聽。有的人忍受了整整兩年，有時我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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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他們怎會忍耐那麼久。最終要麼不再來了（不出我所料，只不過

我不明白為甚麼他們沒有一早離開），要麼被改變了。 

弟兄姐妹，你在這間教會只能有兩種結局，沒有中間道路：要

麼徹底離開，因為沒有人能夠忍受這種教導太久，“我受夠了，不

想再聽了”；要麼神的話漸漸改變你的生命。 

心意更新即以屬靈的邏輯來思想 

整個登山寶訓就是在教導我們要心意更新。羅馬書 12 章 1-2

節也這樣說，但凡基督徒都知道這節經文：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心意更新而變化”，這就是成為基督徒的意思。我不管你對

聖經有多熟悉，我敢說我比在座各位更熟悉聖經，不會因為誰有聖

經知識便另眼相看。請不要對我說你讀了很多聖經注解，要是你想

誇口，那麼我也可以效仿保羅“略略自誇”了（林後 11:16）。我花

了六年時間學習聖經和神學，又深入查考了很多年，所以別拿聖經

在我面前班門弄斧。關鍵不在於你對聖經明白多少，而在於你的思

想被改變了多少！ 

主耶穌這番話是在說，我們的思想必須徹底被改變。如何被改

變呢？改變成甚麼樣子呢？ 

首先來看看舊思想，即屬世的思想。我用了兩個術語：“屬世

的邏輯”、“屬靈的邏輯”。邏輯是一個系統，一種思維方式。人

的邏輯確實合情合理，“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簡直無懈可擊、

無可非議。沒有了法律、警察、政府，簡直不堪設想。 

托爾斯泰以為這個世界可以遵行耶穌的教導，大錯特錯了，你

根本遵行不了。耶穌的教導不是給世人的，而是給門徒的，這群人

“重生”了，即被改變了。“重生”，意思就是你整個生命以及生

命方向改變了，整個性情改變了，成了一個新人，“舊事已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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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耶穌的教導是給這群新人的，不是給社會的。你怎能奢望世人

活出這種教導呢？當然活不出來。耶穌並非讓這個世界遵行他的教

導，而是讓神國的子民遵行他的教導。所以無需問“人怎能遵行這

種教導呢？”當然遵行不了，除非重生。這種教導不是給世界的，

而是給神國子民的。 

只要在這個世界的系統下，那麼世界的想法、邏輯絕對合情合

理、天公地道。社會必須有法律，人必須有人權，一旦有人侵害你

的權利，傷害你，法律就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個

邏輯絕對天經地義。 

屬靈的邏輯與屬世的邏輯不在同一層面上 

世界的想法非常入情入理。比如說，我需要讀書，畢業後當然

需要找一份好工作，需要置房購車，需要結婚生子、傳宗接代„„

在這個系統下，你當然需要這些，一切都順理成章，合乎人之常

情。 

但屬靈的邏輯是運行在另一個層面上，而且在這個層面上，屬

靈的邏輯也完全合情合理。兩種邏輯怎能同時都合情合理呢？因為

兩者是在不同層面上，是兩種不同的邏輯、不同的思維方式。 

你要是屬靈人，按屬靈邏輯思想，就很難跟非基督徒溝通。他

的想法完全是人的邏輯，不明白你在說甚麼，也不明白你的所作所

為、生命方式，你的思想邏輯、生命方式是在另一個層面上。 

當然你所做的，他也無可厚非，知道一定事出有因，可就是無

法明白，因為人的道路非同神的道路。他會說：“我知道神行事一

定有原因，可我不太明白。” 

然而，要是他完全被世界蒙蔽了，超拔不出世界的想法，那麼

他不但無法明白你的想法，還會加以批評、駁難，說你瘋顛痴狂

了。難怪耶穌被罵作瘋子，他們無法明白他的思想。保羅被罵作瘋

子，宋尚節被罵作瘋子，在世人看來，他們都瘋了，因為世人無法

明白神的事情。保羅說，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的事，這些事惟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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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 2:14）。 

必須知道這是兩種思維方式，而兩者都無庸置辯、合情合理。

你一直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理當明白世人的想法。可基督徒往往區

分不出這兩種邏輯，結果總是用屬靈的邏輯跟非基督徒辯論，弄到

非基督徒一頭霧水。你不能跟他溝通，因為你講的完全是另一套邏

輯。 

舉個例子，你跟父母講神，講基督，可他們不認識神，不認識

耶穌，會想：“他怎麼了？本以為他去了國外會學有所成，可他回

來卻胡言亂語，我們根本聽不懂。”在他們看來就是胡言亂語，因

為完全是另一個層面。當然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以前你跟他們的想

法一致，可以心有靈犀一點通；現在卻出現了一道交流鴻溝，必須

用很多屬靈技巧才能填補。 

有時見到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爭論，真覺得很遺憾。因為往往錯

在那個基督徒，他應該知道非基督徒明白不了，必須另辟蹊徑來溝

通。 

屬靈人的特徵 

① 屬靈人渴望給，不願意拿 

每個基督徒都必須具有這種全新的思維。這種新思維是甚麼樣

的呢？這種屬靈邏輯有甚麼特徵呢？ 

首先回到主耶穌這段教導，因為我們必須小心解經，不可隨意

發揮。主耶穌說，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有人拿你的襯衫，不要說“慢着！我的襯衫可是名牌，值一百

多塊”；要脫下外套，說“這個也拿去”。他想要，就給他，而且

再外搭一件。 

有人強迫你扛着行李走上一里路（這是羅馬頒布給徵服國的法

律，羅馬政府可以招募當地人民搬運輜重，但也限定不可超過一

里），那麼你要欣然走上兩里路。 

乞丐行乞，你不要拒絕，他有需要，就給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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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到底在說甚麼呢？屬世的思想特徵是拿、拿、拿，盡量

拿；而屬靈的思想（神的思想）特徵是給，給得不可思議。似乎不

應該給，也沒有甚麼可給的，但你還會盡量給。這就是屬靈人的生

命，即便沒有義務付出，還會付出。為甚麼要這樣做呢？因為你的

想法、思維改變了，樂善好施。 

你喜歡給還是拿？ 

希望你自我省察，你喜歡給予嗎？剛才我說教會充滿了屬肉體

的基督徒，儘管外表是基督徒，可思想根本沒有改變。也許你覺得

這樣說不公平，一竿子打倒一船人。既然如此，請誠實回答：你到

底喜歡給還是拿？恐怕答案是後者。 

今天的基督徒往往說：神啊，你能給我多少？意思是我能從神

身上索取多少？這就是我來教會的目的，神給我這個、給我那個！ 

有一次跟一位弟兄談話，在我看來他已經是非常好的基督徒

了，可他說：“神對我真好。” 

“怎麼個好法呢？” 

“這次度假我分文未花。” 

“是嗎？為甚麼呢？” 

“都是別人在照顧我，幫我付了一切費用。” 

我聽了真難過，難道他沒有想過別人得破費嗎？但這是典型的

屬肉體基督徒的想法，喜歡得到，還以為是神的祝福。去吃飯，別

人付了賬，便說：“讃美神！神對我真好，我免費吃了一餐。”難

道沒想過別人得付賬嗎？有甚麼可慶幸的呢？你並非沒有錢，卻讓

別人付賬，然後說“神對我真好”。這完全是屬肉體的想法，只不

過裹上了宗教外衣。 

這就是假冒為善，當然他們並不是故意的。我們以為假冒為善

是故意的，其實查考主耶穌的教導就會看見，假冒為善的人並非故

意假冒為善。 

由此可見，我們的邏輯還是屬肉體的，喜歡拿、不喜歡給，想

的是我能拿多少，而不是有機會給人真好。每每給人就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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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這餐飯得我買單？為甚麼他們不買單？” 

我們的思維就是這樣運作的，不妨用這把尺子量一量，就知道

自己的想法到底屬不屬靈了。 

罪的特徵：貪得無厭 

使徒行傳 20 章 35 節說，“施比受更為有福”。為甚麼呢？因

為罪的特徵就是拿，沒完沒了。看看十誡，每一誡都是在禁止你拿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罪的特徵不單單是拿，還巧取豪奪。十誡說不

可貪心、不可偷盜、不可姦淫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想拿卻不該拿的

東西。罪的本質就是拿，而且貪多務得。你有貪慾很危險，下一步

就會拿不義之財了。 

有些東西是不該拿的，比如單位上的東西，你有沒有拿呢？你

說：“我在這兒工作！”你在這兒工作便有權拿了嗎？到甚麼程度

就會由拿變成偷呢？如何劃定界線呢？我們以為拿小東西不是偷，

拿大東西才是偷。但拿一塊不值幾個錢的橡皮跟拿一台價值不菲的

打字機，二者有何區別呢？本質上有所不同嗎？總之你都是拿了不

屬於自己的東西。 

罪的特徵是拿，要想遠離罪，就必須在本質上改變，不再喜歡

拿，而是喜歡給。 

屬靈人的態度已經改變了，你打我一巴掌，我轉過另一邊臉讓

你打。並非出於忿恨——“你打我耳光？來！再打另一邊！” 

有些夫妻吵架就是這樣，丈夫摑了妻子一記耳光，妻子火冒三

丈，“好，拿刀殺了我吧！”你說：“她在遵行耶穌的教導，願意

再走上一里，願意轉過另一邊臉由丈夫打，甚至讓他取了自己的

命。”但這種態度錯了，關鍵是你用甚麼態度去做。 

第一步是，屬靈人喜歡給，不願意拿。他意識到罪的本質就是

沒完沒了地拿，所以一旦改變了，一切就都顛倒過來，爭取給予。 

② 屬靈人放棄自己的權利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太 5:38），可見公義就是以其人之

道，還治其人之身。但主耶穌繼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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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意思呢？我們沒有權利要求伸張公義嗎？你用手背打我一記耳

光，就得罰款四百銀幣！難道我沒有權利上告法庭嗎？但耶穌是甚

麼意思呢？意思是放棄權利！ 

真是太難了，現在就明白“向自我死”是甚麼意思了，就是整

個思想徹底改變，寧願給、不願拿，甚至給出自己的權利。他傷害

我，我有權利要求伸張公義，但我願意放棄權利。 

每每遵行這些教導，有時我真覺得像個傻瓜，世人會看你是傻

瓜！ 

旅居倫敦期間，我遭遇了一樁交通意外，肇事者是一位女士。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喝醉了或者吃了藥，總之有些神志不清。我正在

道上行駛，她突然從支線上衝了出來，一下子撞上了我的車門。我

想開到路旁停下，看看是怎麼一回事，可她隨即跟在我後面，又撞

上了我的車尾。 

我跳下車，對她說：“夫人，你怎麼了？難道不知道你在支

線、我在幹線嗎？你衝出來撞上我的車門不說，又撞上了車尾！” 

她很緊張，全身顫抖，說：“我的閘失靈了。” 

“好吧，事已至此，請稍等一下，我去報警。”在英國，發生

了交通意外必須報警。 

警察來了，檢查了一下她的車閘，發現一切正常！顯然，她是

錯把離合器當閘踩了。這還不算太糟，有的人錯把油門當閘踩了，

我就親眼目睹過，肇事者是個見習司機，那次車禍特別嚴重。但這

位女士不是見習司機。 

我的車損毀得很厲害，需要一大筆修理費。但交談之下，她似

乎非常緊張、慌亂，更重要的是，原來她是猶太人。我覺得她很可

憐，便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不向她索賠。在世人看來，我真是

個傻瓜！ 

我想讓她知道，我這樣做純粹是為了基督的緣故（我向她傳了

福音）。結果可想而知，我的保險費大幅上漲。本來可以要求她用

她的保險金為我付修理費，但我放棄了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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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在世人看來，基督徒行事真愚蠢。然而，要是我的見證能

夠幫助到她，那麼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關心的是她的救恩，不是

我的車。 

我們有權利，卻棄而不用。我們可以堅持權利，也可以放棄權

利。成為基督徒就是心意更新了，不斷放棄自己的權利。從法律上

來說，我們有權利，也能夠堅持自己的權利；但我們不一定要堅

持。 

為了神的緣故甘願放棄權利 

在哥林多前書 9 章 3-15 節，保羅這番話深深打動了我。他

說，“身為神的僕人，難道我沒有權利出去做工掙錢嗎？只有你可

以掙錢，神的僕人就不可以嗎？難道神的僕人沒有權利結婚嗎？獨

有我跟巴拿巴就得單身嗎？”他繼續說，“我不是沒有權利，而是

沒有用。可我沒有用自己的權利也成了罪過嗎？” 

神的僕人往往左右為難，在人看來他怎麼做都不對，用權利，

遭致非議；不用權利，也遭致非議。難道神的僕人沒有權利度假

嗎？惟獨你可以度假，我就不可以嗎？可每每度假，為甚麼還遭致

非議呢？難道必須勞累至死嗎？難道我就不能休養一下身體嗎？這

是甚麼想法呢？人們以為神的僕人沒有權利。可不用權利，又有人

會說：“你太不注意健康了，在傷害身體。”神的僕人怎麼做都不

對！ 

保羅說，“難道我沒有權利結婚嗎？”可他放棄了結婚，眾人

又說：“為甚麼你不結婚呢？太不正常了！人人都應該結婚！”猶

太人認為每個男人都應該結婚，難怪保羅承受了很多壓力。他們

想：“這人真怪，不正常，也許生理有毛病，該去看看病，檢查一

下。”保羅說：“你以為我沒有權利結婚或者獨身嗎？難道我怎麼

做都不對嗎？” 

保羅堅決不受哥林多人的錢，他知道哥林多人太屬肉體了，思

想還沒有達到門徒應該達到的水準，所以堅決不受，免得他們洋洋

自得。可他們又怏怏不樂，“為甚麼不收我們的錢，寧可出外工

作？你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本可以教導我們！可你卻出去工作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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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生計奔波。” 

保羅並沒有經常為自己的生計奔波，他不是一直都在工作。他

接受了腓立比、馬其頓這些窮教會的禮物，惟獨拒絕了哥林多教

會。哥林多人的東西他一概不受，難怪他說，“我虧負了別的教

會，向他們取了工價來給你們效力”（林後 11:8）。 

當然那個年代郵寄條件不便利，匯款時不時地會延誤，保羅只

得一邊出去工作，一邊等待匯款。可哥林多人卻怏怏不樂。 

弟兄姐妹，難道我沒有權利出去工作，賺更多錢嗎？我出去工

作犯法嗎？難道我必須過這種似乎靠教會救濟的生活嗎？牧師就一

定得過這種生活嗎？牧師沒有權利嗎？但關鍵是屬靈人放棄自己的

權利。這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9 章所說的，“我有權利，卻未必

用；我有權利做這些事情，卻未必做！” 

很多神的僕人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否則就不會服侍你們了。為

了傳講福音，他們惟有放棄自己的權利。他們可以出去工作，賺很

多錢，過好日子，業餘時間才傳福音。人人都有權利這樣做，所以

保羅說，“獨有我與巴拿巴沒有權柄嗎？”我們之所以侍奉神，是

因為放棄了好生活，放棄了這樣、那樣。 

我住的房子不是我的，是母親的，要是今天把它賣了，則百分

之九十九的錢會歸給母親。我開的車也不是我的。我沒有權利開自

己的車嗎？我“有”車、“有”房，但都是名義上的“有”，更確

切說，我只是在使用而已。 

我們沒有權利嗎？當然不是，正如保羅說，“希望大家明白，

我有權利，只是沒用而已。”屬靈人有權利，卻甘願不堅持自己的

權利。 

你有權利，但從你甘願放棄多少權利，就能看出你的屬靈生命

到了甚麼程度。傳福音不在於有沒有蒙召，而在於願不願意放棄各

式各樣的權利。 

蔡亨利是一位中國弟兄，他在屬靈上給了我很多幫助，可以說

是我屬靈的父親。他不願結婚。難道他沒有權利結婚嗎？他是個很

有吸引力的人，溫文爾雅、英俊聰穎，但他決定為了神、為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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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單身。他並非不想有個家，卻放棄了這個權利，好專心侍奉神。

尤其是當時正值動蕩年代，他深知會經受很多苦難，寧願獨自承

受，不想連累妻兒。 

當然牧會就不同了（蔡亨利沒有牧會），牧會工作不宜單身，

一個單身漢跟女孩子說話，就會生出很多誤會。但傳福音工作往往

單身最好，因為必須到處奔波，要是有家庭，就得經常骨肉分離，

家人受苦，自己也受苦。 

屬靈人放棄自己的權利。要是主耶穌不肯放棄自己的權利，不

願意為我們釘十字架，那麼我們哪有今天呢？戰亂年代，難道只有

其他人可以逃命，蔡亨利就沒有權利離開中國嗎？他放棄權利，留

了下來。多謝他留了下來，否則我就沒有今天了。感謝神，他們跟

耶穌一樣，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放棄權利是饒恕的精髓 

為甚麼要放棄權利呢？因為這就是整個饒恕的精髓！不放棄權

利，怎能饒恕呢？有人踩了我一腳，鞋子本來剛剛擦過，結果立時

有了個髒腳印，我可以說：“給我擦乾淨！”我當然有這個權利。

可我說“沒關係，我饒恕你”，意思就是我不堅持自己的權利。 

整個饒恕的精髓就是放棄權利。屬靈人總是放棄權利，願意饒

恕。你打了我一巴掌，我有權把你告上法庭，要求罰你四百銀幣。

但我放棄權利，即饒恕你。因為神的緣故，我饒恕你，不堅持自己

的權利。 

為甚麼要饒恕呢？因為神饒恕了我們。要是神堅持自己的權

利，那麼我們會如何呢？我們虧缺了他的榮耀，沒有活在他的律法

下，天天悖逆，不榮耀他，要是他堅持自己的權利，哪怕單單一樣

權利，則沒有人能夠存活。 

神沒有堅持自己的權利，所以他要求我們效法他的愛子耶穌基

督饒恕人。我們蒙神赦免了罪（罪債），又怎敢堅持自己的權利

呢？ 

第一點，罪是貪得無厭。而且奇怪的是，在屬靈上你越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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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欠債。 

第二點，饒恕就是免債。主禱文說，“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

免了人的債”（太 6:12）。屬靈人願意放棄自己的權利。他不堅持

自己的權利，因為神免了他的債。 

③ 屬靈人被神的愛推動 

為甚麼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呢？到底在做甚麼呢？我們所做

的遠遠不止是不還擊，而是以善勝惡！我們是在運用神賜下的最強

大的武器，就是愛。 

你知道愛可以融化鐵石心腸、消釋冰冷敵意嗎？保羅說，“我

們爭戰的兵器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林後 10:4）。甚麼武器呢？

就是神的愛，無堅不摧。 

司提反是不是說了甚麼不符合聖經的話呢？根本不是！可為甚

麼猶太人置他於死地呢？這樣做違背了當時的法律，司提反有權控

告那群暴民，可他沒有這樣做。他可以說：“你們這幫人，神會咒

詛你們！”可他沒有這樣說，卻求神饒恕他們。 

要知道，你說饒恕的那一刻，就放棄了自己的權利。基督徒不

堅持自己的權利，因為他的思想已經改變了。如何改變了呢？他不

再願意拿，而是關心別人，希望別人得救。神饒恕了我，所以為了

神的緣故，我饒恕你，希望你得救，得到神的愛。正因如此，我放

棄自己的權利，以善勝惡。 

司提反的死是保羅轉變的重要因素。想一想，設若司提反堅持

自己的權利，則怎能給保羅做見證呢？ 

要是我堅持自己的權利，則怎能給別人做見證呢？無非跟非基

督徒一樣，都堅持自己的權利，這樣又怎能體現出愛呢？那位女士

撞了我的車，我便說“上法院！我要索賠”，每個非基督徒都會這

樣做，我又怎能向她做見證，說“神愛你”呢？那就是空話了！我

必須放下權利，向她表明神的愛。 

我沒有索賠，在世人看來真傻。但世人如何看我無所謂，關鍵

是神如何看我，關鍵是我身為基督的門徒應該如何行事。我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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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權利，是想贏取她歸向神。我的幾百英鎊重過她的救恩嗎？權

衡之下，我覺得她的救恩更寶貴，便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有人打我一巴掌，我可以把他告上法庭。但權衡輕重，哪個更

重要呢？是罰他的款、挽回我的尊嚴，還是拯救他呢？屬靈人考量

的是如何贏取對方歸向神，而不是如何討回賠償。 

由此可見，主耶穌的教導在屬靈層面非常合情合理，按照屬靈

思維，就一定會這樣思想。而按照屬肉體思維，當然會以人的邏輯

去思想——“她撞了我的車，就應該對簿公堂、要求賠償。她也可

以汲取個教訓，下次不能這樣開車。”這也合情合理，但我是在屬

靈層面上思想：“讓神的愛改變她，她就不會重蹈覆轍，因為她會

成為新人。” 

哪一個方法更好呢？你是在用哪一種邏輯思想呢？要自我省

察，你心意更新了嗎？有新思想了嗎？成為基督裏的新人了嗎？不

妨測試一下：你關心別人的救恩勝過關心自己的權利嗎？為甚麼你

覺得無法遵行這種教導呢？因為你想堅持自己的權利。要是你關切

那人的救恩，希望神的愛能夠改變他，那麼你就不會在意能否得到

賠償了。 

你打了我一巴掌，沒關係，要是我的愛能夠讓你得救，那就多

打我幾巴掌吧。基督能夠為我的罪而死，難道我不能忍受小小的巴

掌之苦，好讓別人得救嗎？ 

保羅說：“基督的愛激勵我（林後 5:14），我為甚麼要多次忍

受挨打呢？就是為了能夠贏取他們跟隨基督，歸向神，成為新造的

人，不再這樣行事為人。” 

總括來說，我們看見了三點： 

第一，屬靈人知道罪的特徵，就是只願拿、不願給。而屬靈人

已經被改變了，甘願給予。 

第二，屬靈人不堅持自己的權利，他明白饒恕的精髓就是放棄

權利。只要不放棄權利，就不會饒恕。而我們得到了饒恕，也要饒

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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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屬靈人是被神的愛推動，關心別人的救恩，所以他不堅

持自己的權利，不在意自己的生命。他知道愛是最有能力的武器，

能夠贏取對方。 

傳福音不在於整日講聖經（人人都做得到），而在於別人能夠

從你的生命、行為上看見你是哪一種基督徒。你挨了一巴掌，便揪

住那人對簿公堂，這是所有非基督徒都會做出的反應。但你出於

愛，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我捱巴掌可以讓你得救，那就再

多打我幾巴掌吧；把我的外衣給你可以讓你得救，那就拿去吧；多

走上一里路可以讓你得救，那我甘願多走上一里，甚至兩里”。這

就是屬靈人的態度，你明白嗎？ 

結論 

要在神面前省察我們的內心、生命，看看是不是真的改變了。

惟有重生、被聖靈充滿，才有能力遵行這種教導。不要聽畢，說—

—“現在我明白耶穌的教導了”。一旦明白，就得去遵行，做基督

徒遠非明白耶穌的教導而已。有人自稱明白聖經，那又如何？你可

以瞭如指掌，可你越明白聖經，就越責無旁貸。 

必須遵行聖經教導，而且要靠神的能力遵行。神知道我們靠自

己的能力根本遵行不了，他也沒有奢望我們憑自己的能力遵行，所

以才賜下了聖靈，讓我們能夠活出基督徒生命。 

但縱觀當今的基督徒生命，根本無需聖靈，因為他們跟非基督

徒毫無二致。難怪這些基督徒不知道要聖靈有甚麼用。而一旦意識

到神呼召我們成為基督徒是要活出與世人截然不同的生命，要在世

上發光，那麼你就知道必須仰賴神的大能了。 

願神向我們內心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