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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胜于献祭 

张成 牧师 

 

 

基督徒自称相信神。每当你说你

相信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看，

有些词汇已经成了陈腔滥调，经常说，

经常提，说到最后自己也不知道在说

什么。假设我是非基督徒，想请教你

什么是“相信神”，你会如何回答呢？

我恐怕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如何解释，

因为“相信”这个词已经用得泛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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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导致我们没有深入思考它的意思。

你有没有想过，你如何在生活中体现

你对神的相信呢？这一点很重要，否

则我们就是在说一些空洞无物的话。 

让我用一些简单的例子帮助大家

明白“相信”的圣经含义。 

“听从”就是“相信”的表现 
你相信银行吗？你会不会随便相

信 任 何 一 家 银 行

呢？我相信你不会

相信一些合作社，或

者一些来历不明，规

模较小的银行，对

吧？你相信银行，但

不会什么银行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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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你会选择相信那些规模较大的，

比如中国银行。如果你相信中国银行，

你会做什么呢？你就会把所有的积蓄

都委托给中国银行来管理。 

再打一个比方。假设你病了，医

生告诉你必须赶紧做

手术，你相信他吗？

如果相信，你会怎么

做？你就会听他的建

议，乖乖躺在手术台

上任由他为你动手

术。真正的相信，必然会有具体的行

动。没有具体的行动就无法体现你的

相信，最终就成了不相信。所以，“相

信”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 

比如说，你说你相信我，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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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给你一些建议，你会听吗？如

果你不听，就是不相信我。如果你信

任某人，必然会认真听从他的话。所

以，相信不可能是空洞的，真正的相

信必然会产生一份信任和顺服。就好

像你相信某间银行，自然愿意把所有

的钱委托给这间银行。同样，你相信

某位医生，也会把生命交托给他，毫

无保留地听从他的建议。 

为什么我要谈到相信和听从？因

为这跟你们现在查考的撒母耳记上有

关。撒母耳记上谈到四个人物：以利、

撒母耳、扫罗、大卫，并且相互作对

比：以利对比撒母耳，扫罗对比大卫。

对比什么呢？他们相信神吗？都相信

神。既然都是相信神的人，为什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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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结局不一样呢？ 

如果扫罗不信神，神怎么可能拣

选他作以色列的王呢？扫罗跟大卫的

区别在哪儿呢？这两组人都相信神，

但以利和扫罗的相信最终没有产生对

神的完全信任和顺服。另一组人：撒

母耳、大卫，包括约拿单，他们对神

的相信是有具体行动的。我特别提到

约拿单，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

人。他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站在

了大卫那一边。尽管这样做是背叛了

他父亲扫罗，也丢了自己将要继承的

王位，他也在所不惜。这个人的信心

不简单，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是

值得我们留意、效法的信心人物。 

我们对神的相信必须体现在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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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服。顺服神至关重要，但对很多

基督徒来说，顺服神是一件痛苦的事。

他们因为不愿意完全顺服神，很多基

督徒的“相信”最终成了“不信”。他

们成了以利

和扫罗的写

照。 

我们翻

到撒母耳记

上 15 章 22-23 节，看看顺服的重要： 
22 撒母耳说：“雅伟喜悦

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

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

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23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

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



 

 7

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雅伟

的命令，雅伟也厌弃你作

王。” 

不顺从神就是拜偶像 
这两节经文基本上是宣告扫罗跟

神的关系已经到此为止了。一个起初

被神看中、拣选的人，最后竟然成了

一个“厌弃雅伟的命令”的人。但愿

我们不要成为这种人，免得神别无选

择只好弃绝我们。 

我尝试用几句话来总结 22-23 节

的意思： 

神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态度，不

是我们的祭物。所以他看听命和顺从

比献祭更好。献祭不是宗教仪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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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顺服神的表达。不听从神的话，

献祭就成了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 

悖逆和顽梗在神眼中如同行邪

术、拜偶像。而不听命、不顺从就是

悖逆、顽梗。所以不听命、不顺从在

神眼中就是行邪术、拜偶像！ 

我们今天不用像旧约的以色列人

那样献祭。“献祭”可能就等同我们今

天的祷告、十一奉献、参与服侍神。

留意这里说，当我们没有听命和顺从，

我们的献祭就等同拜偶像，因为悖逆

和顽梗就等同了行邪术和拜偶像。这

样说有道理吗？ 

这句话我们要仔细思想，因为这

句话也是针对我们说的，很多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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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里其实是在拜偶像和行邪术。

仔细听了，我没说错，你也没听错，

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所做的其实跟拜

偶像和行邪术没有两样。你相信吗？ 

什么是行邪术？你会行邪术吗？

我不会，估计你也不会。你会去拜偶

像吗？我不会，我假设你也不会。那

么基督徒怎么可能拜偶像和行邪术

呢？ 

切勿利用灵界势力 
什么是行邪术？人为什么要拜偶

像？当然是为了寻求福气、平安。你

是不是为了寻求祝福、平安来教会

的？那么你和拜偶像的人有什么区别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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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遇到困难就会找灵媒占卜

指点迷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想借用灵界的力量来帮助自

己消灾解难，或者成全自己的心愿。

有很多灵媒是假的，但你要小心，这

并不代表所有的都是假的。有些灵媒

是真具有通灵的能力。我还没有信主

之前就见过，也经历过，对这方面很

了解。如果你遇到一些真的灵媒，你

就是在跟灵界打交道了。 

人因为无知变得胆大包天，甚至

想利用灵界的掌权者来为自己效劳，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成就心愿。为什

么这么多人喜欢算命？因为他们以为

可以利用灵界的力量来为自己指点迷

津，好改变未来。很多人都想预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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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好能支配自己的生命。但我们知

道人是没有能力预知或者改变未来

的，所以就想利用灵界的力量来达到

目的。 

有人想知道自己的婚姻运程，就

会找算命术

士 指 点 迷

津。这些术

士会告诉你

应该找哪一

类 型 的 对

象，或者在

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能遇到心上人。

做生意的人会更加迷信占卜、算命、

拜偶像，因为他们都想借用灵界的力

量来帮助自己发财。这就是普遍拜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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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人的心理。如果基督徒也是出于

这种心理来教会，这跟行邪术、拜偶

像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人出于无知以为可以利用灵界的

掌权者来为他服务。但他却从来没想

过，如果真的是灵界的掌权者，他们

会听你指使吗？你以为这些灵界黑暗

势力的掌权者，可以随意让你指挥，

有需要就召唤他们来，办完事就将他

们打发走，仿佛他们是仆人，可以随

传随到？这就是拜偶像、行邪术的人

的无知、自欺的心理。 

为什么要献祭？为什么要在庙里

献香油钱？其实这是一种交易，神明

若祝福我，我就给他香油钱。这家不

灵，就换另一家。听说某间庙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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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灵验，就去拜拜，许个心愿，如果

神明成全我的心愿，就会献祭还愿，

如果不灵验，从此就不会再给香油钱。

这跟交易、行贿的心理大同小异。 

所以我说，拜偶像的人是很糊涂

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灵界黑暗势力的

掌权者不是可以随便利用的。试想想，

如果你拜的“神明”这么有能力，你

凭什么来指挥他为你办事呢？他这么

有能力，还需要你施舍他吗？比如说，

他需要你献一只鸡给他作为报酬吗？

如果他可怜到一个地步需要你周济

他，那么他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献祭可以成了人跟神明的

交易。很多人喜欢到庙里抽竹签，祈

求上天指点迷津，如果应验了就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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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祭给神明作为报酬。这跟基督徒祷

告神的心理很相似。如果祷告应验了，

就赶紧往奉献箱里投些钱，如果不应

验，我们就开始厌弃神。如果这种心

态不改变，你在教会里所做的，跟行

邪术、拜偶像毫无二致。 

所以圣经说，没有真正对神的顺

服就是行邪术和拜偶像，这是绝对正

确的。献祭也不等同于顺服。扫罗很

喜欢献祭，也很热衷找祭司询问神的

旨意，指点迷津。每当他遇到困难时，

就会吩咐祭司将约柜抬过来，好询问

神的旨意，没事时就将神抛到九霄云

外。可见他不是想顺服神，他只是想

利用神来巩固自己的王位，所以神看

他的行为如同行邪术、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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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因悖逆神最终也行了邪术 
圣经的话句句真实。扫罗因为顽

梗悖逆，不肯悔改顺服神，最终也真

的参与了行邪术。撒母耳死后，扫罗

为了得到神的指示好能打胜仗，就找

了个交鬼的妇人来招灵，想把撒母耳

招上来，好告诉他神的旨意。我们看

撒母耳记上 28 章 7-8 节： 
7扫罗吩咐臣仆说：“当

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

好去问她。”臣仆说：“在

隐多珥有一个交鬼的妇人。”
8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

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

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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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

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 

扫罗因为不顺服神，属灵生命每

况愈下，到一个地步甚至想利用交鬼

的人把神的

先知撒母耳

招上来，为

要洞悉神的

旨意。他悖

逆神到一个

地步，连圣经明文禁止的行邪术——

致死的罪也犯了。出人意料的是，交

鬼的妇人真的将撒母耳招上来了：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

什么搅扰我，招我上来呢？”

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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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

开我，不再藉先知或梦回答

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

我 应 当怎 样行 。”（撒 上

28:15） 

交鬼的妇人真的有能力将神的仆

人撒母耳招上来吗？当然不是，这是

神的作为。既然扫罗这么迫切寻找撒

母耳询问神的旨意，神就故意借着撒

母耳来宣告神向扫罗的审判——他明

天就要死，因为他向来是悖逆神的。

找招鬼的妇人行邪术就是扫罗悖逆神

的明证。 

扫罗承认自己穷途末路，因为神

已经离开了他。神之所以离开他是因

为他悖逆神。扫罗相信神吗？当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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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以才这么迫切寻找撒母耳，希

望透过撒母耳能得到神的指引。遗憾

的是，扫罗一直以来都是表面顺服神、

表面献祭给神，这种表面功夫其实是

体现出他对神的厌弃。 

扫罗无时无刻都是在关注如何巩

固自己的王位。每每关键时刻，比如

要打仗了，他就赶紧寻求神的指示，

想知道该怎么打？什么时候打？他关

注的是如何能保住自己的王位，而不

是遵行神的旨意。现在撒母耳已经不

在了，神也离开了他，他只好求助于

交鬼的人。希望透过交鬼的人能够找

到撒母耳，再透过撒母耳知道神的旨

意，知道怎样打赢这场仗。可见扫罗

真的是相信神是有能力的，但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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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利用神，不是要顺服、听从神。 

所以当好好想一想，你信神是为

了什么？你做基督徒又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听说圣经的神的能力比较大，

所以希望借着他来帮助你消灾解难、

指点运程？如果你是以这种态度待

神，这就是行邪术、拜偶像了。这种

想法跟扫罗的想法是同出一辙，都是

想利用神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难过乎

神没办法使用扫罗来带领、帮助、祝

福以色列民。 

一个牧师的“圣经投资论” 
不久前我在一个英文新闻网站上

看到一个小框，框里有一个小标题：

“某某牧师在圣经里发现投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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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有投资秘诀？我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也很好奇的看一下，想知道对

方在圣经里

发现了什么

秘诀。 

文 章 的

简介不是作

者写的，简介

强力推荐人阅读这篇文章。文章的作

者是一个投资顾问，他从前是牧师，

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后来成了投资顾

问。他用几节圣经经文来建立他的“圣

经投资论”，提倡基督徒必须管理好自

己的财富。怎样管理呢？就是要投资。

你不投资，就不是一个好管家，因为

神给你的钱没有增长。他甚至尝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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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证明，所罗门、保罗、耶稣都

鼓励信徒搞金融投资。 

比如，他

以耶稣在马

太福音 25 章

讲的“银子的

比喻”为例，

主人给了第

三个仆人一千银子，那仆人就将这一

千银子埋在地里，没有思想、计划该

如何投资。主

人回来后就

责备他是一

个又懒又恶

的仆人，如果

不懂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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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至少应该把钱放在银行里赚

利息。他用这个比喻来证明主耶稣要

我们投资。作为他的仆人，若不好好

投资自己的财富，将来就有祸了。 

他还说，保罗教导基督徒不要贪

财，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提前 6:10），
但没有说你不能投资。只要你不贪财，

投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就以保罗

在提摩太前书 6 章 10 节说的话作为依

据，鼓励基督徒应当把积蓄拿出来投

资。客观来说，我们的确不能把“投

资”等同于“贪财”。问题是，贪财的

界线不好划，到什么程度才算贪财

呢？这个问题只能抚心自问了，因为

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答案。 

他强调在投资之前有三件事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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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留意的：① 不是出于贪财；② 要
好好祷告；③ 有了盈利后就必须拿出

一部分来奉献给神。 

这三点建议听起来确实合情合

理。但问题是，整篇文章有一个取向，

就是利用圣经的话来鼓动人们投资。

尽管他在文章里没有说：“我是投资顾

问，欢迎来找我咨询投资项目”，但文

章的用意明显是在为自己做宣传。他

这篇文章在很多大的英文新闻网站都

有刊登过，即是说这是一个付费的广

告。作者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就是基

督徒。作者也提到自己现在也有参加

教会查经小组的服侍，平时投资赚的

钱都会用来支持教会的工作。他想借

用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来赢取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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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的信任，好选择他为他们的投资

顾问。 

我发现整篇文章是在告诉读者，

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徒搞投资。为什么

他强调要祷告？当然是为了求神指导

你投资在正确的项目上。为什么要把

赚回来的钱分给教会？因为这是奉

献，是献给神的感恩祭，唯有这样，

你才能继续蒙福。我相信很多基督都

很接纳他的建议，况且他也是一个基

督徒，你会信任一个基督徒投资顾问

多过信任一个世俗的投资顾问吧？ 

要远离偶像就得逃避贪婪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让你明白，

基督徒依然会参与行邪术和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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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说基督徒真的到庙里去烧香、

占卜。圣经关注的是基督徒对神的态

度，我们可以风雨不改地来教会参加

崇拜，但雅伟神真的是你的神吗？或

者他只是你想利用的偶像，你想借用

他的能力来成全你的心愿？我们看约

翰一书 5章 21节： 

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

远避偶像。 

约翰一书的最后一句话很莫名其

妙，它不是祝福的话，而是“远避偶

像”。前文没有提到偶像，为什么结束

时却提醒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教会里有偶像吗？我相信大部分基督

徒都不会到庙里拜偶像、献祭。务要

明白，真正的偶像不是外在有形的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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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而是在你心里形成的偶像。正因

如此，保罗提醒基督徒不要贪心，因

为贪心最终会牵引你离开神转而去拜

偶像。对保罗来说，贪心就如同拜偶

像。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

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弗 5: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

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

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

与拜偶像一样。(西 3:5) 

贪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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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财富能暂时满足、缓和我们永无

止境的贪婪。正因如此，财富就成了

众人追逐的目标。我们视财富如同主

人（偶像），为

了财富甘心做

牛做马、任劳

任怨。如果基

督徒也贪得无

厌，财富就会

不知不觉成了

偶像，取代了雅伟神的地位。偶像就

是如此在基督徒心里形成的。 

刚才所提及的“圣经投资论”是

一个很大的迷惑。表面看来是合情合

理的理论，甚至有圣经经文为依据，

仿佛圣经是在鼓吹信徒大力搞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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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耶稣谈及“银子的比喻”时，他

是想传递什么信息呢？他是想鼓励信

徒多参与金融投资吗？如果真是如

此，这个比喻只能对有钱的基督徒说

了。对那些贫穷，食不果腹的基督徒

来说，这个比喻真是不着边际了。既

然这个比喻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可

见主耶稣的关注是属灵方面的，他要

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恩赐来服

侍神，不要做一个又懒又恶的基督徒。 

顺服神是蒙福之道 
这个比喻跟金融投资是风马牛不

相及。说不定这位前任牧师就是将比

喻的含义理解为金融投资，所以才改

行做投资顾问，“帮助”信徒用金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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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来“服侍”神？可见错误理解圣经

的意思，后果会非常严重。我们看最

后一节经文：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

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

我的话。（创 22:18） 

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

因你的后裔

得福”。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你听

从 了 我 的

话。”为什么

“听从”这么重要？这里道出了原因：

你的生命能否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能

否借着你去祝福别人，就在乎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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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听从他的人。很多基督徒就是

不甘心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的生命

也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愿我们不

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 

亚伯拉罕这个人很特别，他老年

得了以撒，肯定会惜如珍宝，可以说

以撒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当神考验他

的时候，他是毫无保留地听从了。所

以神最后说了这句话，肯定了亚伯拉

罕对神的完全顺服，也证明了他对神

的信心是完全的。 

其实神考验亚伯拉罕不是为了要

知道他对神是否顺服。而是要向我们

证明，亚伯拉罕是一个对神毫无保留

的人，所以配得称为“信心之父”，是

我们效法的榜样。神答应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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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他的顺从，神可以放心地使用他

和他的后裔来祝福万国。我们中国人

也因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耶稣基督

而蒙福。 

很多基督徒看顺从神是一件苦差

事，因为他们想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事。

如果你总想凭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什

么要相信神呢？信了神又想按自己的

意思行事，这种的“相信”跟拜偶像

没有两样，都是想利用灵界的能力来

为自己效劳——就是想让神听从你，

不是你听从神。 

如果你是一个专顾自己的人，其

实你不需要认识、相信神，你想怎么

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干嘛要认识神

呢？除非你认识到是你的罪使周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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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苦，认识到惟有神才能改变你的

生命和现状，你才会甘心乐意来到神

面前悔改，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

他来管理和带领。这才是真正的相信

神，这才是做基督徒的意义。 

以前你为什么犯罪？因为你总是

考虑自己，自私自利，惟利是图。你

总是坚持己意，总是跟人合不来。做

了基督徒之后，你就不能再这样生活

了，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是属于神的了。

你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生活。 

惟有顺服神的人才有资格称神是

他的神，否则称他是神是毫无意义的。

比如你称某某人为国家总理，这是什

么意思？这个总理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他就有权柄来管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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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顺从他的话。这个道理我们都

懂，但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似乎什么

都不懂。难怪主耶稣警告我们，不是

所有称他“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

天国。很多基督徒对待主耶稣也是一

样，口里称他是主，却没有听从他的

教导，没有效法他顺从、遵行神的旨

意。 

雅伟神真的是你的神吗？他真的

能够在生活上随他的心意带领你做他

看为美善的事吗？他能否借着你将他

的祝福传递给别人吗？如果你不打算

听从神的命令，最好不要称他是你的

神，因为你拜的是你心里的偶像。所

以约翰一书提醒我们“当自守，远避

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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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回应神 
在日常生活中，你知道圣经里有

些话是神对你说的，或者你知道心里

的感动是来自神的，就要赶紧回应神。

如果你不回应神，神就没有办法带领、

使用你，你的生命就不能成为别人的

祝福。仔细观察一下自己，每当你听

从神的命令时，无论是在学校、单位、

家里，你跟人的相处就会有和谐。当

你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总是关注自

己，坚持自己的意思，你生命的方方

面面都要出问题。你不但不能祝福别

人，最终还要害己害人。 

神将以色列国交了给扫罗，但因

他悖逆神，最终搞得国毁人亡；神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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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职责交给了以利，他没有按神

的意思履行职责，结果导致以色列人

离神越来越远。同样的道理，如果你

不听命，无论是跟同事、同学、家人，

还是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肯定是

一团糟的，因为神没有办法借着你来

祝福别人。 

有一次妻子告诉我她星期天想找

教会的姐妹聊聊天，关心一下她们。

她就提了两个姐妹的名字，问我该找

哪一位？我就给了她一个建议，她同

意了，但她没有事先约那个姐妹。到

了星期天早上，我们安静祷告后，我

就跟她说，这两个都不要约，你去找

另一个姐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

有这样的感动，只能将我的感动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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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 

妻子见了那位姐妹后，才知道星

期六晚上她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一直

在 困 扰 着

她，不知道

怎么解决。

谈完话后，

她觉得自己

已经得到了

帮助，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我举这个例子想让你明白顺服神

的重要。如果你心里常常有那份安静，

留心读神的话，敏感神的提醒，神就

能够借着你祝福别人。那位姐妹因家

里的事困扰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老师突然主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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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她，跟她谈话，她知道这不是巧

合，仿佛神知道她的需要，差派老师

来关心她，解答她心里的困惑。她心

里肯定会很受鼓励，对神的信心也会

增加。试想想，这个姐妹有难处，如

果你不敏感神的声音，或者不听从神

的提醒，你自然也不会敏感她的需要，

也就无法及时帮助、鼓励她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神对亚伯拉

罕说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很鼓励人。

神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特别是

耶稣基督）祝福了万国，因为他们都

听从了神的命令。如果我们也如此效

法他们，特别是效法基督，听从神的

命令，神也会用我们来祝福许许多多

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