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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講   與  神相交

得福的方法

我們再讀羅馬書第十六章25節：「唯有 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

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我們

現在所錄的這些資訊和講論都是關於福音的，為什麼呢？因為福音

是讓我們「得永遠的生命」，福音是讓我們這個「靈」能夠上升「跟 

神接通」，這就得福了，因為人跟 神接通了就蒙福。 神是「萬福

之源，萬有之本」，人要跟 神接不通，人要跟 神切割、隔絕，這

個人要到哪去找福呢？人在地上所找的福都後患無窮，唯有從 神來

的福才是真正的福，所以我們講「生命之道，與 神相交」，實在說

這就是得福的一個方法。

永生之福

把 神那裏的一切福氣毫無攔阻地從靈裏頭吸收到我們這兒來，

這就叫福，叫生命之福，叫永生之福。所以我們還要繼續講這個生命

之道，生命之道就是「與 神相交」。第一個叫「與 神相和」，凡是

與 神不和的，都不叫「生命之道」。凡是與 神隔絕的都不是生命之

道，我們必須都要清除。那麼我們要與 神相和，必須藉著這個生命

的靈，藉著靈跟 神相交。跟 神交通了， 神那邊一切的好處就都藉

著靈澆 灌 在我們裏邊，這是「 神曾在基督裏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

的福氣」，這個福氣叫屬靈的福氣。所以我們傳生命之道，與 神相

和，與 神相交，這是讓 神把祂的福氣能夠藉著靈都輸送到我們這兒

來。這個原理，還要詳細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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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裏把罪叫做牆，像一堵大牆那麼厚，阻礙我們與 神之間

的交通，所以耶穌基督的寶血就拆毀這道牆。不過這個牆拆了以

後，還會又有罪來了，但這次，牆沒有那麼厚了，可以說是個籬

笆，又把我們與 神隔絕了，那怎麼辦呢？在聖經裏告訴我們這個方

法，我們要認自己的罪，我們要承認，並要求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洗

淨我們的罪，這就是約翰一書第一章所說明的生命之道。生命之道

就是與 神相和、與 神相交，我們與 神相交，我們就蒙福，因為 神

是「萬福之源」。我們若不與 神相交，我們在世界裏，我們在亞當

裏，我們跟 神斷了交通，那就有苦難，那是自找苦吃。

生命之道必須在靈裏與 神交通

所以一個基督徒一定要常常在靈裏跟 神交通，這叫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的第一大忌就是罪，絕不能容罪再插進來。罪一來就與 神

隔絕了，解決罪的問題就是用耶穌的寶血。我們看希伯來書第九章

14節，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節聖經，幫助我們隨時隨地解除罪的問

題：「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神，祂的血豈不

更能洗淨你們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嗎？」這

節聖經非常重要，也是在「洗罪、除罪」的真理裏邊要緊的一段聖

經。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不只是流在各各他山的十字

架那裏，特別重要的是流在「永遠的靈」裏，所以耶穌的寶血藉著

「永遠的靈」，無所不在，無遠弗屆，運行在諸天宇宙萬有之間。

基督寶血的能力與功效

「何 況 基 督 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神，祂的

罪和恨使我們與  神隔絕

我們不能讓任何東西使我們與 神隔絕，影響我們與 神的相交，

影響我們與 神的交通。這個東西一進來，我們跟 神就不通了，這

個東西就是生命之道的致命傷害，所以我們要講生命之道，一定要

講這個「罪」。

不過還有另外兩個東西我們也要講，除了「罪」使我們與 神隔

絕以外，我們要特別注意，還有第二，我們看約翰一書第二章9至

11節，這個東西也是重要得不得了，非常非常重要！這東西一產

生，我們跟 神就隔斷了。約翰一書第二章9至11節：「人若說自己

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裏。愛弟兄的，就

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

裏，且在黑暗裏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

了。」所以弟兄姊妹們，「恨」也是我們與 神隔絕的一個東西，恨

就和 神不通。

「罪」使我們無法與  神相交

講生命的交通，人與 神相交必須在光明中。光明有三個解釋：

第一， 就 是 義 ，活 在 「義」裏邊 就 是 活在光明中；第二，活在

「愛」裏邊就是活在光明中；第三，活在「靈」裏邊就是活在光明

中。那反過來說，我 們活在「罪」裏就是活在黑暗裏；我們活在

「恨」裏邊就是在黑暗裏；我們活在「肉體」裏就是在黑暗裏。所

以這三個我們需要講解，第一個「罪」使我們與 神隔絕，「罪」是

屬靈的生命交通的中間的一個隔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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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寶血洗凈我們的罪

「事奉永生 神」，原文也可以翻譯成「跟永生 神相交」。因

為有耶穌基督的寶血流在永遠的靈裏，無遠弗屆，無所不在。有

這個設置，基督徒能夠保持隨時隨地侍奉永生的 神，與 神相交，

不會中斷。這就是我們要特別講的，罪使我們與 神隔絕，但是 神

給我們設置一個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把耶穌基督的寶血的功能放在

了永遠的靈裏。無論何時、何地、何事，只要有感覺到聖靈感動我

們，自己知道有罪了，趕快認，馬上耶穌的寶血就洗淨，所以這是

非常奧妙的一節聖經。這是我們每一個活在世界裏，有軟弱、有可

能陷在罪裏的基督徒應當確實知道的好方法。這個我特別提出來，

這節聖經能保持我們「永遠與 神暢通」，因為我們隨時隨地可以取

用寶血的功能，可以認罪悔改，可以讓 神這個靈跟我們保持暢通，

這叫與 神相交的生命之道，蒙福之道。

「恨」使我們與  神不能相交

那麼第二，「恨」是與 神不通的第二個原因，這不是隔絕了，

「 恨」這個東西是「跟 神 的性質不同」，這兩個不接頭。 神是

「愛」，我們是「恨」，結果兩個東西接不到一起，就好像光明跟

黑暗兩個不通。所以一個人一有恨，他就在黑暗裏，他就跟 神不能

相交了，因為「 神就是愛」。所以約翰一書第四章16節說：「 神

就是愛，住在愛裏邊的就是住在 神裏邊， 神也住在他裏邊。」一

個人跟 神相交的時候，得要滿心充滿了愛， 神的靈就進來了，因

為 神的靈是愛的靈，恨若一來了，這個愛就沒有了。那麼一個基督

徒若活在恨裏邊， 神絕對不在他心裏， 神的靈絕對進不來，故基

血 豈不更能洗淨你們 的心，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嗎？」這節聖經真的寶貴、真的奇妙，是 神特別為我們軟弱的人

類、容易被罪引誘、容易再犯罪的人所預備的。因為 神若是只把這

個寶血的功能放在十字架那邊，那麼已經過了兩千年了，我們怎麼

能夠到那裏去取用這個能力呢？非常的奇妙， 神把這個寶血的功能

放在「永遠的靈」裏，這個「永遠的靈無所不在，無遠弗界，祂充

滿萬有」，並且永遠在那裏，永遠產生功能。

所以我們人類，無論你在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方，在什麼時

候，你若有罪，都可以取用這個寶血的能力，像約翰一書所說的：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所以一個基督徒有時候會軟弱，不要

說剛剛信主的，或者信主多年的，連我這個八十幾歲、傳道50年的

老基督徒也還會偶爾被過犯所勝，這是人人免不了的。因為這個世

界就是一個罪惡的淵藪，整個世界到處都是罪，你走了一步路，沾

了一點灰塵，那灰塵裏都有罪，都會沾染罪。我們的思想、意志、

感情，眼睛所看的、耳朵所聽的都有罪，都在罪的影響之下，你怎

麼能夠完全沒有罪呢？

但是主給我們預備了一個好方法，所以約翰一書第二章說的，

雖然有罪，但是我們有那義者耶穌基督，祂把祂的寶血流在永遠的

靈裏了，就在我們周圍，在我們上下、前後來運行，無論何時、何

地、何事影響了我們有罪的感覺，我們馬上就認罪，聖靈就會指示

我們有罪，馬上就悔改，這樣罪就不會完全控制我們。所以這節聖

經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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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即可蒙  神賜福

他越恨你，你越愛他，你愛得他簡直受不了，結果你得勝了，

你沒有虧損， 神的愛充滿了你，受一點小委屈有什麼關係呢？祂與

我們永遠毫無阻礙。所以我這一生學了一個功課就是從來不恨人，

所以跟 神的交通很密切、很暢通。這個「罪」我不敢說，「恨」這

個東西我想通了，從來不恨人，絕對不恨人。對我多不好的人，我

還愛他，我認為這是我學的最好的功課，也介紹給弟兄姊妹們，這

叫生命之道，也叫蒙福之道，生命之道就是要我們蒙福。

所以愛是和平的一個好法子，有了「恨」就不得了。弟兄姊妹

們知道，恨使我們狠毒，使我們心如火燒，其實燒什麼呢？燒你自

己。你看阿拉伯人恨美國人，恨到一個地步，自己身上綁上炸彈去

炸，這不是燒自己嗎？他炸了以後又怎麼樣呢？還不是增加更多的

仇恨嗎？所以恨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越恨，冤越深，報越多，所

以冤冤相報。今天世界上阿拉伯人就在仇恨中。美國人解決不了這

個仇恨，就再多去製造仇恨，去壓制。槍炮越厲害、越壓制越解決

不了問題。唯有一個法子，去傳福音，得永遠的生命，人就不活在

血氣裏，人就活在靈裏，這是徹底解決的辦法。

有血氣一定有鬥爭，有血氣一定有敗壞，一定有強暴，有血氣

一定活在罪裏。所以我們基督徒有一個責任，要快快地把這個福音

傳出去，活在「生命之道」裏，讓我們能夠真正地把世界帶進和

平，我們有責任。但是我們不能傳教，宗教製造仇恨。因為在古時

候有基督教的十次東征，基督教跟回教早就結下仇恨，所以基督教

跟回教當中仇恨很深。若傳教，宗教一定是製造仇恨。假如傳生命

之道，他們不是來信教、來改教，而是得「永遠的生命」，是 神給

督徒要保持沒有恨人的心。我們充滿了愛意，充滿了愛心，活在愛

的裏邊， 神就在我們裏邊，與 神暢通。有一點點恨就阻礙 神跟我

們交通。

仇恨人不利己損失太大

所以我常常在講道中提醒弟兄姊妹們，其實恨人的人是個天字

第一號的大傻瓜。我這麼說好多人不服氣，說恨人要有理由才恨

的。那個理由都不成理由，為什麼呢？因為你恨人的時候，你不敢

明白地告訴別人，還假裝著不恨他，見著人了還要皮笑肉不笑的，

假裝說是跟他很好，一轉頭，心裏想：「哼！我恨你。我恨死你

了。」像這樣的一個人，第一是裝假，不敢把他的恨表露，直接說

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有沒有這樣的人？沒有人敢說。明

明恨人家，在暗地裏恨，其實人家被恨的人沒事，被恨的人很輕

鬆，他不知道你有這樣的一個恨的心理，他還照樣快樂地吹口哨，

照樣輕快地過他的生活。可是你一看見他，就咬牙切齒，就睡不著

覺了，就心裏頭火燒般的。你想想看，這不是人家舒服你難受嘛。

你恨人家，人家沒有少一塊肉，沒有少一點東西，沒有一點感覺，

你在這裏茶不思、飯不想，睡不著覺，牙都痛，咬得牙都咯嘣咯嘣

響的，請問這種恨人是他吃虧，還是你吃虧呢？最重要的還跟 神失

去聯繫，這個損失太大了，所以人恨人是一個最壞的方法。你若愛

他反而是一個制裁他的方法，這叫什麼呢？聖經叫把碳火堆在他的

頭上，他越恨你，你越愛他，反而弄得他莫名奇妙，反而他就嘀咕

起來了：「哎！這怎麼回事，我這麼樣對他不好，他還愛我，這怎

麼回事呀？」他會弄得糊塗了，他會神魂不定，他會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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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永遠的生命」。他們能夠接受的話，這個仇恨就沒有了，

這個仇恨就化解了，這個仇恨就產生了消滅的作用。所以今天我們

說這個福音是「和平的福音」。

生命之道是和平的福音，是讓人滅絕仇恨，活在和諧、彼此相

愛的 光景 裏。今天我們把第二個跟 神攔阻的原因說明了，就是

「恨」。信了主以後不能有恨，絕對不能恨，因為一有「恨」就與 

神 隔絕了，我們不製造任何的仇恨。有一個最標準的不恨人的方

法，就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耶穌為那些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死祂

的人禱告，這證明祂一點恨都沒有，祂真正是 神的兒子，真正有 

神 的性情。經上說「使人和 睦的人有 福了，因為他必稱為 神的

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