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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安

經文／加拉太書5：22-23：聖靈

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今
天要講聖靈的果子其中的一個

特質—「和平」，就是「平

安」。在希伯來文稱為「沙龍」。

「平安」的消極性定義為沒有戰爭、

沒有煩惱，而積極性的定義是指一種

健全康泰的狀態，指的是身體的健

康、處在安全的環境，乃是內在及外

在完全的平靜安寧。更進一步的意義

是我們與創造我們的 神有和諧的關

係及與 神所創造的人是很和諧的。

仔細思想，難怪我們常常不平安，例

如身體有什麼毛病，就覺得不平安，

老闆罵我就覺得不平安，假如老闆要

炒我魷魚，那就更不平安了。

因信  神得真平安

平安從那裏來？我們首先來看羅

馬書十五章33節：「願賜平安的 神

常和你們眾人同在。阿們！」很清

楚，平安是從 神來，神所賜的平安

乃是真平安，不是人給我的。例如：

醫生原本宣佈我得癌症，後來經過檢

查原來檢查錯誤，從醫生口中得知我

沒事了，從醫生口中得到身體健康的

平安。而 神給的平安，是不能從生

命中奪走的平安。

神給了我什麼可以叫我平安呢？

總要有具體的得著，我們來看羅馬書

十五章13節：「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

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

有盼望。」當我們對人生中的期盼一

旦得著了，就平安、喜樂了，例如：

高中聯考，希望可以考上高中，就一

直用功讀書，這時就沒有平安，因為

不知道考不考得上，當放榜確定考上

時就有平安，但是第二天就又不平安

了，因為想到接著三年後要考大學，

考上大學後想著四年後要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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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更高的目的
綜合來講，神容許苦難，因為祂

為祂的孩子有更高的目的，祂容許苦

難來塑造我們，使我們的生命更趨成

熟豐富。

預備的過程：神所使用的領袖，

不論什麼時代背景，都是經歷過苦難

磨練的人，比如大衛、摩西、約瑟、

但以理。

淨化的過程：經過苦難以後，我

們學會放手，不再緊抓住那些攔阻我

們緊緊跟隨主的事物。

簡化的過程：患難剝去了虛偽

的外表，讓我們真正知道何為最重要

的，人生的先後次序應當如何安排。

強化的過程：經歷了苦難的磨

練，我們變得更剛強，更知道我們可

以屹立得住。

軟化的過程：對別人的處境與

需要更敏感和同情，真正能對人說：

「我瞭解你的處境。」

即使苦難有神更高的目的，我們

還是不喜歡它，要逃避它。在苦難的

煎熬中，仍然覺得時間過得太慢。然

而經過苦難以後，我們學到了功課，

得到了亮光，成為一個能安慰別人的

人。我們在患難中，可以感謝神。

如果你現在正在患難中，不要

氣餒，有希望。林後1：4神應許要賜

安慰並使我們能將患難轉成積極的經

驗，去成為別人的祝福。

神是美善的神，即使有患難，祂

仍是美善，我們要堅定倚靠祂。

（�本信息在2008年11月10日緬甸流動醫療

團隊退修會上傳講，由海宣同工節錄整

理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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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就業，心中又不平安；工作找到

了又平安了，可是上班後發現老闆不

好、同事勾心鬥角，內心又不平安；

發現有個漂亮的女同事，心中就有想

結婚的盼望，工作的不愉快都不算什

麼，拚命追女朋友，等到女朋友願意

點頭嫁給他了，心中又平安了；婚禮

結束後，第二天就不平安了，因為發

現原來婚姻是個墳墓；接下來就盼望

可以生個兒子，得著了以後，心中有

平安，並且將自己沒有辦法完成的盼

望都放在兒子身上，等到兒子真的完

成了自己的期盼，真的有平安嗎？豈

知有天發現自己的肚子痛痛的，醫生

檢查說可能有問題，內心又不平安

了，後來醫生說檢查錯誤，內心又有

平安。接下來又將盼望放在兒子的身

上，希望他可以結婚、生子，以為可

以得著真正的平安，但是有一天發現

自己生命快結束了，又不平安。若是

那個盼望會讓你想到下個盼望，則它

就不是終極的盼望，不會有永遠的

平安。但是這裏說「使人有盼望的

神」，故 神給的盼望是永遠不會改

變的。

有活潑的盼望

彼得前書一章3-4節說：「願頌

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

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

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

的盼望，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

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

上的基業。」所謂「活潑」的盼望，

指的是得著永恆，不能朽壞、不能玷

污、不能衰殘、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就如同我們希望身體可以愈來愈年

輕，但是沒有人可以給你，而 神卻

說祂可以給你，那就是在我們信主時

即擁有永生，並且承受 神給的永恆

的基業，而這個盼望是終極的，不會

改變。當我們將這個永恆的盼望丟棄

後，又抓回從前那些會朽壞、會衰殘

的盼望時，難怪基督徒會不平安。因

此，我們信耶穌，不是信一個宗教，

因為宗教只是一個講法、遵守一些禮

儀；信耶穌是得著一個生命，和 神

的生命連結在一起，是在一個生命體

裏，並且會有那個生命的特質。就像

是一隻小鷹，等到羽翼豐沛了，老鷹

就會用翅膀將小鷹從巢穴搧出去，小

鷹不會像自殺機一樣就掉下去，而是

翅膀會一直搧，試圖要飛，若是小鷹

實在是飛得太低了，就有二種講法，

一種是老鷹就會將小鷹背在身上載到

高一點的高度後，又再將小鷹丟出去

飛，另一種是說老鷹會在小鷹旁邊幫

忙搧，攪動氣流，使小鷹可以飛到更

高的地方。如此，多練習幾次小鷹就

7第41卷1期2009年3月

信 息

飛得很好，因為牠有老鷹的生命，就

有那個特質，若是我們將一隻魚丟下

去，牠是不會飛的。因此，我們信耶

穌就是會有如此的生命的特質，就是

有活潑的盼望、有永恆的生命、有權

柄可以得著天國的基業。

我真實的看到一個人信耶穌，雖

有肉體的死亡是不會害怕的，就是我

們教會第一位全時間的傳道人漆南智

長老，他在我們教會事奉二十五年，

六十五歲退休，六十七歲時發現有大

腸癌且已轉移到肝，雖然接受治療但

是仍一天天的惡化；我們夫婦去美國

看他，他原本圓潤的臉變得很削瘦，

肚子也因腹水漲得很大，可是他每一

天上廁所、吃飯、翻身都自己來，

我看見他生命中的堅強，也讓我看

見 神的可敬可畏。最後，因為台灣

有許多事工等著我們，以致不得不回

去，我就開口說：「漆伯伯，我們要

走了。」我一說完，眼淚就直流，因

為我知道我這一回去，就真的再也見

不到他了，反而他一滴眼淚都沒有滴

下，而且還勸勉我說：「站穩立場，

廣傳福音。」仍然鼓勵我做一個傳道

人該做的事情。爾後，漆伯伯的一個

同工王長淦長老，去美國看他，本來

王長老以為是要去安慰他，結果，沒

有想到 神讓他看到的是基督的一個

勇士如何的面對死亡。後來，漆伯伯

自己寫訃文，並請王長老拿回台灣

印，且交待我準備他喜歡的衣服作壽

衣。漆伯伯一點都不害怕，還要孩子

拿衣服給他穿，他們勸阻，只是漆長

老一直說沒關係，他們也就順著他的

意思讓他試穿。漆長老也交待家屬不

准使用任何的急救方式，最後，他走

得相當平靜安穩。

將生命的主權交託主

從羅馬書十五章 1 3節看到，

我們如何得著平安和喜樂，是因著

「信」。而我們「信」什麼呢？羅

馬書十章9節：「你若口裡認耶穌為

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

必得救。」信祂是耶穌還不夠，還

要信他是我生命的主宰，從此我就不

是自己的主宰，也信他死裏復活。真

的這麼簡單嗎？只要我將生命主權交

給主就夠了嗎？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常常不會這麼簡單的信耶

穌，若是我們信錯了，只信祂是生命

中的救主而不是主宰，難怪常常只有

短暫的平安。在新約聖經中提到廿四

次的救主，沒有一次提到「信耶穌為

救主」是得救的條件，反而是說「信

耶穌是主，也相信祂從死裏復活，就

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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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就業，心中又不平安；工作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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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生命快結束了，又不平安。若是

那個盼望會讓你想到下個盼望，則它

就不是終極的盼望，不會有永遠的

平安。但是這裏說「使人有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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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我們希望身體可以愈來愈年

輕，但是沒有人可以給你，而 神卻

說祂可以給你，那就是在我們信主時

即擁有永生，並且承受 神給的永恆

的基業，而這個盼望是終極的，不會

改變。當我們將這個永恆的盼望丟棄

後，又抓回從前那些會朽壞、會衰殘

的盼望時，難怪基督徒會不平安。因

此，我們信耶穌，不是信一個宗教，

因為宗教只是一個講法、遵守一些禮

儀；信耶穌是得著一個生命，和 神

的生命連結在一起，是在一個生命體

裏，並且會有那個生命的特質。就像

是一隻小鷹，等到羽翼豐沛了，老鷹

就會用翅膀將小鷹從巢穴搧出去，小

鷹不會像自殺機一樣就掉下去，而是

翅膀會一直搧，試圖要飛，若是小鷹

實在是飛得太低了，就有二種講法，

一種是老鷹就會將小鷹背在身上載到

高一點的高度後，又再將小鷹丟出去

飛，另一種是說老鷹會在小鷹旁邊幫

忙搧，攪動氣流，使小鷹可以飛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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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得很好，因為牠有老鷹的生命，就

有那個特質，若是我們將一隻魚丟下

去，牠是不會飛的。因此，我們信耶

穌就是會有如此的生命的特質，就是

有活潑的盼望、有永恆的生命、有權

柄可以得著天國的基業。

我真實的看到一個人信耶穌，雖

有肉體的死亡是不會害怕的，就是我

們教會第一位全時間的傳道人漆南智

長老，他在我們教會事奉二十五年，

六十五歲退休，六十七歲時發現有大

腸癌且已轉移到肝，雖然接受治療但

是仍一天天的惡化；我們夫婦去美國

看他，他原本圓潤的臉變得很削瘦，

肚子也因腹水漲得很大，可是他每一

天上廁所、吃飯、翻身都自己來，

我看見他生命中的堅強，也讓我看

見 神的可敬可畏。最後，因為台灣

有許多事工等著我們，以致不得不回

去，我就開口說：「漆伯伯，我們要

走了。」我一說完，眼淚就直流，因

為我知道我這一回去，就真的再也見

不到他了，反而他一滴眼淚都沒有滴

下，而且還勸勉我說：「站穩立場，

廣傳福音。」仍然鼓勵我做一個傳道

人該做的事情。爾後，漆伯伯的一個

同工王長淦長老，去美國看他，本來

王長老以為是要去安慰他，結果，沒

有想到 神讓他看到的是基督的一個

勇士如何的面對死亡。後來，漆伯伯

自己寫訃文，並請王長老拿回台灣

印，且交待我準備他喜歡的衣服作壽

衣。漆伯伯一點都不害怕，還要孩子

拿衣服給他穿，他們勸阻，只是漆長

老一直說沒關係，他們也就順著他的

意思讓他試穿。漆長老也交待家屬不

准使用任何的急救方式，最後，他走

得相當平靜安穩。

將生命的主權交託主

從羅馬書十五章 1 3節看到，

我們如何得著平安和喜樂，是因著

「信」。而我們「信」什麼呢？羅

馬書十章9節：「你若口裡認耶穌為

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

必得救。」信祂是耶穌還不夠，還

要信他是我生命的主宰，從此我就不

是自己的主宰，也信他死裏復活。真

的這麼簡單嗎？只要我將生命主權交

給主就夠了嗎？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常常不會這麼簡單的信耶

穌，若是我們信錯了，只信祂是生命

中的救主而不是主宰，難怪常常只有

短暫的平安。在新約聖經中提到廿四

次的救主，沒有一次提到「信耶穌為

救主」是得救的條件，反而是說「信

耶穌是主，也相信祂從死裏復活，就

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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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十四章33節：「因為

神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

因此 神的旨意是給我們平安。但

是，當亞當和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

果子後，人們就認為自己可以分別

善惡，不再認為 神是 神，自己才是

神。就像是當布希說我是 神，而海

珊也說我是 神時，世界就混亂了。

所以，當我們承認 神才是我們的 神

時，這時我們和 神就和諧了，廢掉

中間的冤仇，就與 神和好了，也是

平安的意思，因為恢復自己原本受造

該有的地位。

而當有一些人，願意放下自己，

承認 神是 神，自己是人時，這些人

才有可能在一起是和諧的，因為大

家都是做人，不是做 神。當人失去

自己該有的定位，不做人而要做 神

時，不僅和 神處不好，也和人處不

好。更糟糕的是當人不做人時，他會

愈來愈像畜牲，獸性大發，亂成一

片。在一個家庭中一對夫妻，若二個

人都要做 神，這個家就會混亂，因

為彼此都要對方聽從自己的意見。我

曾親眼看到我們教會的二位老人家，

在公車站牌等公車，一個說搭這一號

公車，另一個說要搭另一號公車，吵

來吵去，結果，二個人分別上了自己

要搭的公車去目的地，我相信到了目

的地，他們一樣還會吵。我太太曾經

提到，我們有一次去香港，在尖沙咀

的一個教會禮拜後有擘餅聚會，她記

得當時她和我之間有些爭執、不愉

快， 神當時提醒她：「妳愛我嗎？

妳若愛妳的先生就是愛我。」我們上

次有提到什麼是愛，就是為弟兄捨

命。當你願意將主權交給主時，就

會與 神和好，與人和睦，就會有平

安。今天我們信耶穌信對了，若不會

一直有平安，是因為我們又做老大，

又將主權抓回來，混亂又會開始。

所以，期盼各位弟兄姐妹可以

得著真正的平安，願意信耶穌，將主

權交給主，不用再自找煩惱，因為

已經得著活潑的盼望就是 神永恆的

基業。若是人看見我們活出聖靈的果

子，就會來信耶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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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宣自從接手支持傈僳傳道會的

團隊，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

這是一個實幹、苦幹的團隊，在偏遠

的克欽邦及鄲邦山區中，逐村的去傳

福音。過去半年中，他們有豐碩的成

果，決志信主的有106人，有44位受

洗，共有23個家庭歸主。

我們在預備這次培訓時，有一

個想法，要去與傈僳傳道會的團隊溝

通。就是想建議團隊中年紀較大的第

一代同工不要再上山了，我們來幫助

他們在所住的城鎮中，開荒植堂，然

後請這些新植的堂，以支持其他傈僳

同工作為差傳的使命。

沒想到這個想法在仰光一提出

來，就遭到兩個難題。第一，現在的

政府不允許設立任何新的教會，甚至

不可以有新的佛教寺廟。這批同工

們，提到去傳福音，真是又不怕苦也

不怕難，沒路都找出路來。但是一碰

關一道門，開一扇窗
☉李力彌

傈僳傳道人團隊的合照，有幾位因工作的地方太偏遠通知不到，所以沒來參加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