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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講   與 神同行

蒙福之道

創世記第五章22節：「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與 神同行三百

年，並且生兒養女。」第24節：「以諾與 神同行， 神將他取去，

他就不在世了。」生命之道，第一是「與 神相和」，第二是「與 

神相交」，這都是指 著靈裏說的。因為「與 神相和」是我們的靈

跟 神接通了，「與 神相交」是我們這個靈不斷地在靈裏頭跟 神交

通， 神在我們裏面，我們也在 神裏面，這個靈是互通、互動的。

那麼第三步是外面的，是行為上的，叫「與 神同行」。與 神同行

其實也有裏面、外面的分別，我們要詳細解釋。「與 神同行」在聖

經裏也叫做「蒙福之道」，就是讓我們蒙福的。

我們先說外面的光景，「與 神同行」，什麼叫做與 神同行

呢？在創世記第六章挪亞的身上，我們就找到一個非常正確的規

律，何謂「與 神同行」？我們現在翻到第六章9節：「挪亞的後代

記在下面。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人。挪亞與 神

同行。」所以挪亞是與 神同行的，那麼挪亞怎麼與 神同行呢？在

以諾那裏沒有詳細說明，只說以諾與 神同行300年，只說了這麼一

個數目，沒有說過程，只說結果，說「以諾與 神同行， 神把他取

去，他就不在世了」。所以以諾是活著被 神給接走了。

未經歷死的兩位先知

這個在解經裏邊還有個故事。聖經裏有兩個人沒有死，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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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候，挪亞住的那個地方是在中東地區，只有小河，沒有大

海，請問天氣好好的，無水無雲，沒有海，沒有河，造這麼大的船

幹什麼？他卻不問， 神說要造他就造。並且全家動員，三個兒子、

兒媳婦一起忙著指揮工人，把家裏所有的錢都拿出來，可能他是個

酋長，大家就合力造。所以挪亞造方舟是不問青紅皂白， 神說了就

這麼做，這叫凡 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

亞伯拉罕的信心

這裏面有很大的難處，並不是說挪亞造方舟是很輕易、很小的

一件事，造個幾尺的小船不成問題，但他造的是大船，這都是「與

神同行」的一個極致，就是 神怎麼說就怎麼辦，不問理由。我們

知道後邊還有好多「與 神同行」的故事，像亞伯拉罕。亞伯拉罕信 

神， 神就稱他為義。 神在他身上也有一個特別的呼召，說「要離

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亞伯拉罕就這

樣行了，就帶著太太、兒子，全家出了迦勒底的吾珥。他在迦勒底

的吾珥是一個大家族，是一個有家有業的，是財主，把所有的財產

都放棄，說走就走。並且希伯來書第十一章還說「亞伯拉罕信 神，

聽見 神的呼召就走」，另一句話說「離開父家的時候，還不知道往

哪裏去」， 神並沒有把去的地方告訴他，就說「走」，他就走了，

所以像這種信心，都叫做「與 神同行」。

就是凡 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下邊更有難能可貴的，亞伯

拉罕到了100歲才生了個兒子，獨生兒子，是真正親生的，是他太

太生的。那個使女夏甲生的不算，那是個埃及人生的。100歲生了

個獨生子， 神說把你的兒子給我獻為燔祭，到那個山上去獻燔祭。

有一死，亞當的後裔都有一死。但聖經裏提到有兩個人沒有死，另

一個是以利亞，以利亞被火車火馬給接走升天了。所以一個是以

諾，一個是以利亞，兩個人沒有經歷死。故啟示錄裏所言，有兩個

身穿皮衣、毛衣的人還要到地上來，這兩個人還要死。所以兩個 神

的先知是指著這兩個見證人說的，這也是聖經的解釋。兩個沒死的

到最後也得來死一下，因為人人都有一死。所以從亞當以後的人都

得要死，凡是有肉體的人都要死。有兩個人沒有死，這兩個人將來

要作見證，一個就是以利亞，一個就是以諾，那是到啟示錄他們才

再出現，再來死一次。

挪亞造方舟

那麼挪亞與 神同行就有明確的說明了，這個非常清楚。什麼叫

「與 神同行」呢？我們可以用這節聖經作一個「與 神同行」的專

用解釋，我們看創世記第六章22節：「挪亞就這樣行，凡 神所吩咐

他的，他都照樣行了。」這就是聽 神的話， 神怎麼說就怎麼做，

這就叫「與 神同行」。因為說實在的，與 神同行， 神在天上，我

們在地上，怎麼可以同行？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 神

說什麼我們就這麼去做，不就是與 神同行了嗎？凡 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樣行，沒有一點兒疑問，不問理由，  神說這麼做就這麼去做。

神跟挪亞說要造方舟，造一個小船還沒有關係，造一個大方

舟，是長三百肘，高五十肘，大家想想看，那是多大個東西，跟現

在的一個大軍艦一樣，要用木頭造。尤其是5000多年前，那麼大的

船，得要多少工人、多少費用啊？所以挪亞就這樣行，就去造，不

問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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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認為 神那樣做沒有道理， 神為什麼這樣呢？人信了主，

查經還查出很多問題來，還懷疑，懷疑你就不要信了，那就不叫

信。所以「與 神同行」必須要完全相信 神，就是 神說什麼你就做

什麼，這就叫與 神同行。這是第一，以 神的話為憑。

與 神同心

第 二，與 神同行還有一個內在的，內在的就是以 神的心為

心。阿摩斯書第三章3節說：「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這

不是外邊 神說什麼了，連 神的心思、意念你都要跟祂一樣。這很

不容易，我們與 神同心很不容易，我們怎麼樣能夠與 神同心呢？

你就要「以基督的心為心」，因為基督就是 神道成肉身，祂的想法

就是 神的想法，所以「以基督的心為心」就叫與 神同心了，我們

要與 神同心。

其實 神造人的時候， 神要人與祂同行， 神好賜福給人， 神訓

練人、 神造人， 神要求人的一句話在聖經裏就是：「世人哪， 神向

你們所要的是什麼呢？就是要你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祂

同行。」 神對世人的要求只是三件事， 神造人就是讓人行公義，公

義就是公道、正義。今天的人心邪惡，一點也不行公道，一點也不行正

義，這就是敗壞。不以 神的心為心，不上體天心，所以聖經裏說「各人

偏行己路」，沒有跟 神同心的，不好公義，不行公義，不好憐憫。

人現在狠毒得不得了，一點憐憫的心都沒有，連孟子都說：「惻隱之

心，人皆有之」，像中國古書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現在人惻隱之心都沒有了，好勇鬥

狠，要一鬥起來就把人置之於死地，沒有公義、沒有憐憫。現在世界

敗壞， 神所要的，人都沒有。

亞伯拉罕二話不說，把燔祭的柴捆好了，讓兒子背著，牽著驢。因

為要走好遠，就去獻，為什麼要獻？你給了我這個兒子，你又讓我

獻，這什麼理由？他不問理由，凡 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這種

就叫做「與 神同行」。

弟兄姊妹們，我們要學習，這是蒙福之路，也叫福音。 神說

的沒錯，你就照著做，你不用問理由。問理由就是對 神有疑惑，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讓我做這個事，是什麼理由？因為這都不是好

事，比如殺兒子是好事嗎？離開本地、本族、父家是好事嗎？都不

是好事。為什麼要讓我做這事，理由是什麼呢？ 神都沒有告訴他， 

神到了後來才告訴他， 神說：「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

我要藉著你設立一個國度，藉著你出一個君王，那75歲離開本地、

本族、父家，到了99歲他都沒有問幹什麼，到了99歲把以實瑪利趕

出去以後，以實瑪利出去了， 神才告訴他。

與 神同行乃蒙福之路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都叫「與 神同行」，對 神完全信

任，我們現在就要學習這個。因為未來的事我們不知道，我們只能

知道今天發生的事和過去經歷的事，我們不知道將來有什麼事，怎

麼發生怎麼演變。當然 神知道， 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是

全能的 神，祂所命定的，一定是好事，你不用問，這就叫信。

所以今天我也跟弟兄姊妹們說，你要跟 神同行，祂說什麼你就

做什麼，不要問理由，這就叫「全然的信任」，所以 神喜歡亞伯拉

罕。今天的基督徒不是這樣，基督徒有很多理由，認為 神這樣做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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憫、謙卑，人都沒有，人驕傲，人邪惡，人狠毒，沒有憐憫的心。

所以今天我也順便地說一說，現在世界的形態已到了世界的末日。

與 神同行的方法

那麼與 神同行是分為兩個，一個是外面的，叫做「凡 神所吩

咐的，我們就照樣行」，這叫與 神同行。 神說什麼，我們就做什

麼，聖經說什麼我們就聽，不問理由。你一點懷疑也不要有，因為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我們不懂，

是因為太深、太奧、太玄，你乾脆忍耐地去學習。到了時候，你的

靈性到了一個地步，你就懂 神的意思了。這是我勸每一個基督徒在 

神面前要存的一個態度，這樣你就蒙福，凡 神所吩咐的，你都要照

樣去行。

在聖經舊約裏，還有更 清楚的聽 神的話而蒙福的教導，那

就是摩西。這個摩西，特別宣告生死禍福。我們讀申命記第三十章

15節，摩 西說：「看 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

前」，所以他在申命記裏就宣告這個、宣告那個，他所宣告的都與

生與福、死與禍有關係。到第19節他又說：「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

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他還是大聲疾呼，他形容

的詞語很厲害，說呼天喚地，就是鄭重地宣告。「我將生死禍福陳明

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所以這

個生死禍福還能夠禍延子孫，能夠福及萬代，所以生死禍福能夠讓

我們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那麼這個生死禍福是怎麼樣寫清楚的呢？

存謙卑的心

還有謙卑，那更沒有了。連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他也驕傲，他

都覺得他了不起，為什麼呢？現在人講人權，把人的權利提高到不

知自己是誰的地步。前幾天我就看到一個專案，他們在電視上辯

論一個東西，辯論的題目你一看就扎心，叫什麼呢？叫「賣淫合法

化」。還有專家在那說現在是性開放時代，賣淫應當合法。請問這

「賣淫」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啊？這個若合法還了得？正當的事可合

法，賣淫合法叫什麼話呢？這個沒有道德觀念，完全的禽獸，禽獸

是沒有廉恥的，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淫合，人豈能這樣子呢？這個

根本就是一種敗壞。所以世界敗壞，居然大庭廣眾、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公開在一起談論這個問題的合法化。

到底我們中國還有很多人有些良知，我看大多數舉手的那個牌

子都是反對、反對、反對，贊成的不多，所以看起來，這個社會還

有救。「賣淫」這兩個字多難聽，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正當字眼，

還拿來談論，不知羞恥地誇誇其談。談的人還說他是專家，賣淫專

家。請問弟兄姊妹們，這人無恥到什麼地步？他這個題目用的就不

對，所以根本就不值得討論。我再說我們現在的人墮落，沒有人行

公義，沒有人好憐憫，沒有人存謙卑的心，很驕傲，那個講賣淫合

法的人，態度狂傲，他還是專家呢！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就知道現在的世界敗壞到這樣，

因為人不與 神同行， 神所要的他都沒有，所以這也是人類將來走

滅亡道路的必然。中國人說的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人

類的滅亡，就是人違背 神，不以 神的心為心。 神的心是公義、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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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了，永遠的生命得這個暫時的福沒有用，你必須得「永遠的福

樂」、「永遠的榮耀」、「永生的福」。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讀經時要有一個分辨的能力。地上的福，

你照著聖經摩西所說的，謹守遵行 神的話，祂說什麼你就做什麼，

你就蒙福，地上的福你都可以得到。你信了耶穌了，有了永遠的生

命了，那你要按照聖經所說的，永遠的福，光永生不行，你永遠地

活著，要有了永遠的福樂才是真的。所以耶穌在登山寶訓就說了天

上的九福，（那個小字講的也是一種福），所以天上還有各樣的福

氣，叫屬靈的福氣、永遠的福氣。所以「與 神同行」， 神說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神想什麼，我們就揣摩著去替祂行出來，這就叫蒙

福之路。我們這個第13講特別地把「生命之道」的「與 神同行」說

成是蒙福之路。

生命之道的兩種福

這在聖經裏是「生命之道」，這個福還分兩種，一種叫做今生

今世的生死禍福，一種叫將來天上的永死永生永福永禍，所以還有

「永的」，有「暫的」。那麼舊約裏摩西所講的是地上的，申命記

第二十八章前14節就講地上的福，「你要聽從耶和華的話，謹守遵

行祂的律例、典章、法度」，底下這些福都歸你，你都有，要跟隨

你，你出你入，你在城裏、在田野，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

裏所產的都蒙福。哎呀，這個福多得不得了，都是地上的福，連戰

爭、連國家、連錢財都說了，都蒙福，這是地上的福。

從15節到申命記第二十八章最後，講的都是禍，不聽 神的話、

不遵行 神的律例、典章、法度要蒙什麼禍。所以弟兄姊妹們，這個

生死禍福在舊約就講得清楚得不得了，所以聖經叫福音書也有原

因。到了新約不是，新約是一信了耶穌了，你得了永遠的生命，那

這個福就不是暫時的了，是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是永遠的福樂。因

為生命的道是讓我們得著永遠的福樂，是到 神那裏去得的福樂，這

不同。

天上與地上的福音

所以福音有兩種，一種叫做「地上的福」，在舊約裏是專講這

個。那個時候還沒有永遠的生命賜下來，耶穌還沒有道成肉身，那

個永遠的生命只是一個應許，在錫安山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是永

遠的生命，那只是一個應許。等到新約耶穌來了，「永遠的生命」

給我們了，我們再與 神同行，就得天上的福了。因為你有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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