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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其實很簡單愛其實很簡單愛其實很簡單

◆ 宋先惠

提摩太前書一章 12-16 節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因祂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事祂。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

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做的。並且我主的恩是格

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基督降世為人，為

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

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

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

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

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做榜

樣。」

這
次 退 修 會 晚 上 培 靈 的 中 心 思

想，主要是盼望弟兄姊妹在教

會中，一起來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

一個真正重生得救、被改變的人，他

真是得著神的恩典，每個要事奉主的

人所擺上的時間、精神、體力、甚至

金錢，一點都不虛假。當他一個人親

近神、事奉神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但當有兩個人以上要一起事奉時，問

題就來了。大家都是好人，都願意愛

主，都願意犧牲、為神擺上，但是當

名分、職分出現時，就會發現基督徒

跟在世界上班一樣，天天有吵不完的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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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生命—和睦

其實，我們裡面都已經有和睦的

生命，從某個角度來說，有了神的愛，

要和睦很簡單。今天你覺得在生活中

要和睦不簡單，這是正常的，因為人

的肉體裡生下來就有、想都不用想、

父母也不必教就會顯明出來的，在加

拉太書五章說：「情慾的事都是顯而

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等

類」，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總是跟

人很難和睦，因為從老亞當吃了善惡

樹的果子後，在我們肉體裡不需要教

就會這些，因為你就是有這種生命，

而且會一直破壞和睦，所以跟人和睦

很難，因為肉體中讓我們很容易跟人

起摩擦，彼此不原諒，沒有和睦可談，

更不要想生活會有喜樂平安。怎麼

辦？弟兄姊妹，請記得這句話：耶穌

愛我們！如果我們沒有讓耶穌在我們

重生得救時，已經給我們的新生命不

斷成長，舊生命就會常常出現。

我們知道信耶穌得永生、被稱

為義，有永遠的基業、也有因信帶來

的平安喜樂，那是因為耶穌上十架，

不但洗去我們的罪，也除去你我心中

根深蒂固的冤仇，這是極大的恩典，

讓你我能有一個新的生命，把你我造

成新人，這新人的裡面就有愛，這個

愛就讓我可以開始學習和睦相處，這

也是耶穌希望在我們這群人身上看到

的。今天你若不繼續讓這個愛的生命

種子繼續發芽結果，儘管信主 30 年、

40 年，你仍會跟人吵架；你越愛主、

越奉獻，越不能跟人同工；你事奉越

來越有經驗、果效，反而越不能跟人

同工，那是因為你單打獨鬥，用肉體

的生命去事奉神，你的屬靈生命一點

都沒有成長。你不是在一個和睦的情

況下跟人配搭事奉，建造教會；你也

不是在一個平安的過程中跟人配搭，

你的新生命越無法成長。所以請弟兄

姊妹想想看，信主後，你在教會是不

是還是跟人很難相處？當耶穌把你我

造成新人後，希望能在你我身上看到

的，就是和睦的發生，這件事情要常

常記得，而且要常常學習。神已經廢

掉我們人跟人之間的冤仇和隔斷的

牆。今天你我有這新生命，我們一定

要不斷操練、讓它長大，而檢驗新生

命是不是長大，就是你跟基督徒能不

能和睦相處。

愛的動力—蒙了憐憫

講「放下自己、跟人和睦」這樣

的真理已經講了 20 幾年。但是那個

讓人和睦的動力在哪？有動力才有動

作。多半剛信主時，對主的恩產生的

動力很強，為什麼過一段時間後，動

力會沒有？保羅在主後 60 幾年寫了

提摩太前書，是他快殉道時寫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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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3 節、15 節中都提到他蒙了

憐憫，保羅的一生走到底，他說：故

此，我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當

跑的路我已跑盡、所信的道我已守住

了。甚至認為他若死了，與主同在，

好得無比。我發現有一股熱，一直在

他裡面，他旁邊的同工也越來越多。

保羅會寫林前十三章，講愛是什麼；

寫腓利門書，講愛的實際行動是什麼；

寫提摩太前書對年輕傳道的鼓勵、勉

勵和提醒時，多次講到「我是蒙了憐

憫」。原來一個重生得救的人，能夠

讓你不斷去愛人的動力，就是你有沒

有想到你是個蒙了憐憫的人。你不覺

得你是蒙了神的憐憫，你越事奉就越

覺得自己了不起，會找方法、組織、

技巧，而不會去依靠憐憫你的主，以

致於你的動力不是因為領受了主的

愛，激發你去愛主。今天晚上，我只

盼望你記得這句話，你能夠確定你是

蒙了憐憫的人！並且這個感動在你裡

面強到一個地步，像我這樣的人神都

愛我，我也願意去愛人。

保羅在 13 節說到他蒙了憐憫是

因為「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

侮慢人的」，神沒有因他做的這些事

而對他有任何的懲罰，反而蒙了神的

憐憫，讓他有機會得著永生，並且事

奉神。你以前做過褻瀆神的事、說過

敵擋基督教的話、開過基督徒的玩笑

…，神沒有跟你計較，因你是蒙了神

的憐憫，你是否有這麼深刻的體認！

保羅說他蒙了憐憫、得著永生以

後，主在他這個罪魁身上顯明一切忍

耐，要給後來信主之人做榜樣。母親

有動力去愛小孩，但她可能無法愛變

心的丈夫，這樣的動力很有限。但基

督耶穌這樣接納我們、愛我們，以致

我們可以去愛那不可愛的人、很難相

處的人。這是看你對神憐憫的體會深

刻不深刻，你裡面是不是感受到這是

極大無比的恩典，提前一 12 說：「我

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

…」，就是這感恩的心使得保羅深知

他蒙了神的憐憫，所以他不得不拼了

命去遵行主話、去事奉耶穌，不但跟

神和好，也跟人和睦。保羅書信末了

都有對許多人的問安，我們可以看見

他的四周充滿許多不同階級、種族、

地位的人，他們一起同工、一起配搭

事奉。在保羅的書信中有多處提及我

們是蒙了神的憐憫：以弗所書二章說：

我們信主之前，是悖逆之子，心中有

邪靈運行，放縱肉體私慾，按著肉體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

和別人一樣，然而上帝既有豐富的憐

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當我們死在

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

活過來。保羅不斷提醒各教會肢體，

我們信主之前，隨從今世風俗，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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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傷害人都無所謂，跟我合得來就

合，合不來就算了，在我們尚未弄清

楚，神就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了。有一個感動就讓我們信了耶穌，

願意把主權交給主，這都是神做的。

保羅寫下這些話為要叫我們認識神的

恩有多少—我們都是蒙了神的憐憫！

今天透過保羅書信喚醒我們：

我真是個蒙了神憐憫的人嗎？想到如

此，我們才會有個動力，神既是這樣

愛我，我也願意去愛神、把自己擺上。

若不是因為神的憐憫，而是某人要我

服事，因有人看得起我，相信沒多久

動力就沒有了，只要他虧損你、不誇

獎你，你就服事不下去了。許多人是

「人來瘋」的事奉，有人就有勁，沒

人就沒勁，任何原因就打斷了，你就

不可能去跟人和睦，與人彼此相愛。

地上的任何豪宅比不上神在天國

的豪宅嗎？你沒有把握，以致在地上

有了豪宅，一個不夠，要有第二個。

非基督徒要豪宅很正常，因為這樣才

讓他有安全感。弟兄姊妹，你我是蒙

了神憐憫的人，過去我們無知、得罪

神、傷害人，神都不計較，不但如此，

還賜我們永生能進入神的國，還預備

了天上的豪宅給我們，這豪宅是無價

的。如今我們已有這無價的財產，心

中豈不快樂？你若真正重生得救，我

相信這篇道會打動你的心，因為你已

經完全得著這些恩典，因你是完全蒙

了神憐憫的人。

生命的操練

當我們知道我是蒙了憐憫的人，

但是要跨出第一步時，好像很難，為

什麼？因為肉體生命還很大，而屬靈

生命還很小，所以屬靈生命必須去操

練。林前 14 章說：你們要追求愛。

要追求、盡力與眾人和睦，生命要成

長必須不斷操練，好好學習遵行神的

話語，跟人和睦，讓屬靈生命一天天

成長壯大。要怎麼做呢？

1. 要主動。太五 9：「使人和睦

的人有福了，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是他有了永生生命，才可以使人和睦

的。今天在教會裡，你的肉體是製造

紛爭？還是製造和睦？盼望我們屬靈

生命裡能主動製造和睦、追求和睦、

去經歷與人和睦。主動學習和睦對大

部分的中國人來說，比較困難，因為

我們都比較木訥、靦覥。所以要主動

去做，而不是被動，當你不主動時，

神就會找同工、找弟兄姊妹，想辦法

刺你一下，看你願不願跟人和睦，如

此，屬靈生命才會成長。

2. 放下身段。放下身段就是放下

自己，去做別人的僕人，請記得耶穌

洗門徒的腳，就是放下身段。我相信

主的教訓門徒聽進去了，因為從此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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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不再爭誰為大。主耶穌放下老師、

神（屬靈地位）的地位，去洗門徒的

腳，然後要門徒也要彼此洗腳，不要

爭誰在左誰在右，要放下身段才可能

彼此服事、彼此和睦。所以，弟兄姊

妹，願意放下身段，主動學習跟人和

睦，才可能有真的和睦。

如果我們一定要在人群中為自己

建造位子、死抓著位子不放，就不可

能跟人和睦。例如婚前，你我是情人，

位子相等，婚後夫妻開始搶位子，夫

大？妻大？確定自己的位子不能被污

衊、否定，那和睦就不在夫妻之間了。

我們願意放下身段，才可能跟神和好；

放下身段，才可能跟人和睦 ; 放下身

段，才可能毫無保留獻給神。思想神

既是這樣憐憫我，我還有什麼位子、

身段可談？感謝神，在永和堂，有許

多小組長放下身段服事弟兄姊妹，這

樣教會才可能真正和睦。一個真正和

睦的教會，你在其中能不喜樂嗎！

生命的勉勵

當你主動去學習和睦，也放下身

段服事弟兄姊妹了，卻發現他們不領

情、抱怨不斷，甚至還在背後批評你

時，該怎麼辦？盼望你要認定一件事

情：神正透過他們在操練你的生命。

請不要放棄！真是這樣，你還願意繼

續做嗎？願意就把榮耀歸給神，不願

意，真是做不下去，可以跟長老、區

長抱怨，抱怨完，繼續做。求主幫助

我們，當你做不下去時，自問：我是

個蒙了神憐憫的人嗎？你若忘了，很

可能裡面的動力沒有了，動作（愛人

與和睦）就沒有了；所以要常常告訴

自己，我是個蒙了神憐憫的人！

最後，我盼望當你不斷去跟人和

睦、彼此相愛時，也記得聖經給我們

的祝福，保羅盼望愛在教會中不斷發

生，不僅僅在肢體間，還要去愛不信

主的人，這愛增長，好像神愛保羅，

保羅和同工愛他們，而他們也彼此相

愛（帖前三 11 ～ 13）。這樣的愛有

何祝福和恩典？第 13 節說：「好使

你們，當我們主耶穌同他眾聖徒來的

時候，在我們父神面前，心裡堅固、

成為聖潔、無可責備。」第一、心裡

堅固：當你越彼此相愛，你對神的信

心也越堅強。第二、成為聖潔：我們

跟世人是有分別的，跟重生沒有成長

的，也不一樣。第三、無可責備：我

們不僅信心站得住，在我們裡面沒有

過不去、不喜歡的人，生命不斷成長，

將來面對主是無可責備了。盼望我們

立定心志，一生讚美神，遵行神的話

語，彼此相愛、與人和睦。

（ 編按：本篇信息是宋先惠長老在永和禮

拜堂靈修會的信息，由游靜如姊妹摘要

整理，本刊蒙允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