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 同 在 的 條 件 文∣宋先惠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

同在。

（林後十三 11）

聖經
裡有神的應許，神的應許一定會成就，但是

神的應許要成就是有條件的。這段聖經說到

神「必」常同在，這是神的應許，前面有條件：都喜樂；

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有五

個條件，今天在這五個條件裡面只講一個，就是同心合意。

假如我們願意同心合意，神必常與我們同在，這一個條件

很重要。今天我們思想這個主題。

我們做到了同心合意，「如此，仁愛和平的神」，仁愛

就是慈愛，和平就是平安，如此，慈愛平安的神必常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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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在的條件

們同在。神的同在非常重要，今天每一個

基督徒都盼望神的同在。創世記廿六章講

到以撒蒙耶和華賜福，在基拉耳那一年的

耕種，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昌大，日增月

盛，成了大富戶。但是，亞比米勒欺負驅

逐以撒，他只好拼命去挖井，又因為神的

同在與賜福，每挖一口井就是活水井。亞

比米勒到一個地步，只好帶著他的軍長去

看以撒（創 �6:�8），他們說：「我們明明

的看見耶和華與你同在，便說，不如我們

兩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約，」亞比米勒看

到神與他同在便嚇壞了，當神同在的時候

，仇敵都會害怕。另外，約瑟被他哥哥欺

負，到埃及做奴隸，創 39:�：「約瑟住在

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華與他同在

，他就百事順利。」神的同在，讓我們百

事順利；同在就看到神賜福。當以色列百

姓出了埃及，真是不聽話，不聽話到一個

地步，神很厭煩。出 33:1「耶和華吩咐

摩西說：「我曾起誓應許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說：『要將迦南地賜給你的後裔。』」

帶你們出埃及了，經過曠野了，律法也訂

定了，可是你們在曠野中一直是硬著頸項

的百姓。神是有原則的神；講話算話，說

把地賜給你們就要賜給你們，可是，神說

你們進去吧，我不跟你們同行。聖經講「

同行」與「同在」有相同的意思，神說我

不與你們同去，你們去進迦南，這是我起

誓應許的事，我一定做到，我是信實的神

，我說話算話。但是你們這些人背逆，硬

著頸項，我不跟你們進去，你們自己進去

吧。摩西一聽受不了，摩西向神禱告：「

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

裡領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

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不是因你與

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

有分別嗎？」（出 33:15-16）可見，同在

是何等的重要。別人怎麼知道我們蒙恩？

別人怎麼知道神的恩典在我們身上？就

是因為神與我們在一起。神有恩典在我們

身上，我們領受了神的恩典，卻拒絕了神

的同在。摩西說那是沒有用的。是的，我

們蒙恩了，可是地上的萬民怎麼知道我們

跟地上的萬民會有分別？因為有神同在，

有神同在才有分別，沒有神同在就沒有分

別，所以摩西清楚講到神同在的重要。神

與我們同在，沒有肉吃，睡覺也睡不好，

縱然吃嗎哪，喝白開水，但是有神的同在

我們與世上的萬民有分別，這是同在。摩

西太清楚了，神不與我們進去，就算那地

是流奶與蜜之地也沒有用，我們跟世上萬

民沒有分別。我們可能享受很多物質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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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悠閒，在流奶

與蜜之地沒有上帝的同

在，跟世上的萬民沒有分別。所以同在是

這麼重要。哥林多後書講到要神的同在有

五個條件，其一便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

才能讓神與我們同在，今天我們做了再多

的事情，努力地為主作工、事奉神，假如

不同心合意，工作一樣可以做好，可是沒

有神的同在了。　神不同在就與世上的萬

民沒有兩樣。

這裡的同心合意是什麼意思？哥林

多後書的同心合意，在馬太福音 16:�3 翻

成「體貼」；腓 1:7、�:� 翻成「意念」；

腓 4:4 翻成「思念」；使徒翻成「意見」；

有的地方翻成「看」或「守」或「心思」，

這裡的同心合意，是說當我們在教會，屬

神的人在一起時，也會有不同意見，意見

不一樣，但是跟真理無關，心裡覺得我的

意見真的比較好，比較省錢，比較省力，

比較省麻煩。當意見不同時，有人堅持時

，此時願不願意體貼弟兄姐妹的心，我願

意放下我自己的思想、意見，為的是讓我

們能有合一的意見、一致的做法，步伐能

一致，不是為真理而是在意見方法上的不

一樣時，願意放下自己，讓神的應許能成

就在我們當中，這個應許就是神的同在。

處理教會的許多事務時，幾乎與真

理無關的瑣事較多，攸關真理的事當然很

簡單，我們都很熱心，願意事奉神把自己

擺上，因此大家想如何去傳福音、愛弟兄

姐妹？如何去愛神？為此而有很多具體

的想法做法，共同表達想要做的事。講同

心合意，知識分子頭腦裡的真理就是同耶

穌的心合耶穌的意，在真理裡是沒有問題

的。哥林多後書的這個字不是講這個部分

，不是在真理方面，若在真理方面就太容

易了，大家都會看聖經，都明白真理。但

是，不是在真理方面而是在做法、意見上

有問題，要怎麼辦？哥林多教會是一個不

合一的教會，是各自佔山頭的教會，是紛

爭結黨的教會，但是經過林前、林後兩封

書信，最後保羅還是要提醒他們，「同心

合意，神必與你們同在。」意見可以發表，

不同的觀念、想法也可以討論，但是最後

願不願意「體貼」（太 16:�3），就是放下

自己的意見（跟真理無關），為的是讓神

與我們同在。

每年的母親節教會都會辦感恩的聚

會。年輕人為了母親一年 365 天做飯，

也想有一天我們做飯給母親吃，讓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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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做 364 天的飯，也可以有一天不做飯，

這是教會年輕人的心意，每年幾乎都是如

此。禮拜六晚上青年人做飯，邀請媽媽們

來，不但如此，還請不信主的媽媽來，把

福音傳給他們，每年不信主的媽媽們來，

就可以開佈道會。每年都是吃飯，吃了很

多年，媽媽們都很高興。有一年又到了母

親節，同工們討論要如何慶祝？突然有一

位同工提出說：「每年請媽媽們吃飯，不

好。就幾年的經驗下來，吃飯準備東西時

，有時準備的東西太多，母親來得少剩下

很多；又有時準備得多了，媽媽來得更多

，不夠吃。年年如此，今年不要吃了，買

禮物給媽媽。」於是大家討論，有人認為

買禮物太麻煩不如做飯簡單，也有人認為

做飯麻煩不如買禮物簡單，而且母親拿著

禮物回家，一年看著禮物，知道年輕人愛

她。這跟真理有關嗎？無關，都要表達愛

母親的心意。最後，主張繼續要吃飯的弟

兄姐妹，放下自己的意見，願意今年買禮

物。主張買禮物的同工們便去買了一百份

禮物，往年來的母親最多是八、九十人

，一百份禮物他們很用心地包裝起來。沒

想到那年不吃飯，母親來得更多，來了

一百一十位，差了十份。年輕人慌了，於

是跟那些比較熟的母親商量，因為禮物少

十份，先給不信主的媽媽，這些愛主的母

親都說沒問題。但是，再去買同樣的禮物

時沒有了，賣完了，怎麼辦？若用同樣的

錢買不同的禮物，也不是容易的事。萬一

買的比較好，那一百個當中的母親會覺得

，晚拿的禮物較好；萬一買的比較不好，

那十個當中的母親會覺得，已經晚拿了還

比較不好。大家傷腦筋想呀想的，負責買

禮物的同工十分難過，沒想到原先主張吃

飯的同工說：我陪你去買。真令人感動，

他說：「我知道有些地方賣禮物，我們盡

可能的買同樣的，不要差別太大。」在大

熱天時跑出去買，買到的禮物，十個媽媽

非常喜歡快樂得不得了。

感謝神，主張吃飯的同工沒有說：「

我早告訴你吃飯就好了，管它多還是少

，吃完就沒事了，不是很好，你看現在還

要去買禮物。」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更可

貴的是，他們沒有分裂教會，你們要買禮

物，我們要吃飯，我們從此去另外開一間

教會。原諒我把最後這句話講得這麼難聽

，多少教會不是因為這種意見問題另外再

去開一間教會嗎？神會同在嗎？有錢可

以租個地方，可以供應傳道人，你以為神

就同在了嗎？你走是為什麼？不是為真

理，只是意見不合，我就不理你，就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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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教會。假如今天是這樣的建立教會

，神同在嗎？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一起

配搭事奉時，會有很多意見、想法，跟真

理無關，只是我們心中的領受，別人跟我

們不一樣時，我們願意放下自己，為的是

同心合意，讓神與我們同在。在教會裡若

是多願意在主裡放下自己，將會發現，你

慢慢操練一件事：接納弟兄姐妹的心胸會

越來越寬廣。原來耶穌怎樣接納我們，我

們也操練接納不同的弟兄姐妹。這是二、

三十年前的事，這些同工繼續在教會配搭

事奉，快樂得不得了，

求主幫助我們，在我們裡面有沒有

一直想跟別人分，只要意見不同就跟人家

分，不要跟他在一起，走遠一點。神已經

把你我中間那個隔斷的牆廢掉了。假如今

天不是因為真理，只是因為意見不同，我

們就把牆一道一道地立起來，神要為我們

難過。學習怎樣放下自己的意見，學習怎

樣同心合意，神與我們同在的應許就在我

們當中。這一個操練不太容易，包括夫

妻；夫妻只有兩個人，但是不只兩個意見

，夫妻怎樣讓神與這個家同在？很多只是

意見想法跟真理無關，只是我們心中的領

受，不要堅持嘛！為什麼不肯學習去接納

對方，放下自己的意見？這是不容易的。

假如你所堅持的不是真理，只是意見、領

受的不同，學習當有人跟你意見不同時，

願不願意好好禱告，真要放下心裡很不舒

服很不習慣，但是，學習看看。

不喜歡花，覺得插花很浪費；喜歡

吃，吃比較實際。請問這跟真理有關嗎？

這是領受、習慣、喜好罷了。有一天主日

崇拜結束，一位姐妹來找我說：「長老今

天的崇拜真的很糟糕！」我心想今天我講

道講得這麼糟糕嗎？最後才知道是因為

講臺上沒有花，沒有了花聽道就聽不進去

了。下個主日，因為辦婚禮有很多花，於

是到處插滿了花。偏偏講道的是一位個子

嬌小的姐妹，花太多了擋住了她，她的腳

顛來顛去很是吃力。那位姐妹主日崇拜結

束後來告訴我：「長老，今天真是好啊！

」「什麼好！」「花多好啊！」教會就是這

樣，很多事一個領受一個感覺一個習慣， 

不要堅持，在主裡要明白：此處的同心合

意是指意見，做到了，神就與我們同在。

求主的話進入我們生命中，在教會我們願

意熱心配搭事奉，也真願意同心合意，因

為這是主同在的條件。求聖靈光照提醒，

為著主的同在我們願意放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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