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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灭所多玛，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
像埃及地。”罗得做的选择之后，就离别了亚伯兰。
亚伯兰的礼让和遇到的问题
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亚伯兰的处境。亚伯兰

读经 （创世记 13：14-18）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

让罗得选择了那滋润之地，上好的土地都被拿走

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

的。想到当初神把他从吾珥那个地方呼召出来，

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
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
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
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
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
帐棚，来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祷告：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袮，谢谢袮把我
们这一群你所喜爱的儿女，聚集在你的圣坛的面
前，因为主袮有话对我们说。因此求主安静我们
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袮的心
意，伸开我们属灵的手脚叫我们可以抓住你的应
许，叫我们可以照你的话去行。求主袮藉着这一
段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
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曾经应许他，要给他建立一个大国，神要赐给
他一个国度。神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
星星那么多。如果你是亚伯兰，现在你会怎么想？
“神啊，袮应许给我的在哪里？我的国在哪里？
我的后裔在哪里？连由我从小抚养长大的侄子，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得的牧人相争
这一段圣经一开始，就提到说“罗得离别亚

都要离我远去。我现在除了牛只、羊群之外，我

伯兰…”。罗得为什么离别亚伯兰呢？如果我们看

个儿子也没有啊。好了，就算是罗得若是可以取

这段经文的前面，即 13 章的前半段，就知道在那

代作为我的后裔，为什么他现在也离我远去呢？

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得的

我顺从神的旨意从吾珥出来，我究竟得了什么？”

还有什么呢？袮应许给我一个大国，但我现在连

牧人因为水草而起了纷争。罗得跟在他的叔叔亚

弟兄姐妹，你有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疑问

伯兰的身边，也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事业，每个

呀？我不是说是怀疑，但至少是个疑问。
“跟随主

人都有自己的羊群，所以在他们之间起争执，到

这么多年了，神啊，我究竟得到了什么？”这也

底谁该拥有那一片水草之地？在那次纷争里面，

让我想到，其实耶稣的门徒也有同样的疑问。耶

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他让罗得先做一个选择。

稣的门徒跟随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

罗得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琐珥的那片

彼得对耶稣说，
“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

地，因为那地是滋润的。圣经说，
“那地在耶和华

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太 19:27）我想，

这很容易帮助我们了解到亚伯兰此时此刻的心

大的新应许。但是我相信，神这个再次的启示，

情。这种心情有谁了解呢？从哪里去得到安慰？

对亚伯兰来说，无疑地产生了一种新的动力，给
了他继续往前行的勇气。

神实时的安慰
这节圣经说，罗得告别亚伯兰以后，“耶和
华对亚伯兰说…”感谢上帝，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神知道我们的问题所在。许多时候，我们遇到麻
烦，现实叫我们难以接受，想不通。最大的安慰
去哪里找呢？我认为，那就是我们直接从神的话
语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人的帮助是很有限的，
人的安慰也是很短暂的。况且，多少次我们把自
己的问题告诉别人，即便我们告诉牧师和传道人，
也不觉得他真的那么理解你内心里面的痛苦，也

我自己常常觉得，当我们失望、难过、灰心
的时候，什么是最好的办法呢？寻求人的帮助，
固然有一点效果，但是最好的帮助乃是在那一种
的境况里面让神的话语再一次临到我们。把圣经
打开来，单独跟神面对面。我常常觉得，当我们
每一次打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重新抓住
神的应许。这些神的应许就往往带给我们新的亮
光，让我们有新的力量继续往前行。所以我鼓励
大家，生活再忙、生活再苦，我们不要轻看神的
话。

不太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但弟兄姐妹，我跟随
主 40 多年了，我认为神是最了解我们的，神的话
最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神的话最能够抚慰我们
心灵的创伤。

不一样的“观看”
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
向东西南北观看。”“举目”这两个字，其实在 13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

章的前半段同样地出现。那是当亚伯兰给罗得有

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

机会做选择的时候，那里也提到了“罗得举目看

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

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琐珥，都是滋润的，那

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

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

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

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是的，罗得 “举目”，亚

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段话是在亚

伯兰也一样地“举目”，在字面上来说，甚至是希

伯兰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弟兄姐

伯来文来讲都是同一个字，没有差别。这个举目

妹，我请你做一个比较，当神从吾珥呼召亚伯兰

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人内心的渴慕。但是如果

出来的时候，神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

你比较这两段的上下文来看，虽然同样都是举目

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看见，但所看见的实质，有很大的不同。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

罗得所看见的是自己的需要，他渴慕的是那

咒 诅 他 ， 地 上 的 万 族 都 要 因 你 得 福 。”（ 创

滋润的土地，是这个世界上的享受，是自己的利

12:2-3）这里面的话虽然读起来跟上一段有一点

益。那一种“看见”是从一个人内心里面的自私

不一样，但从内容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

和贪婪所引发出来的一种渴望；但是亚伯兰所渴

上，神仍然在强调亚伯兰要建立一个国家，是神

慕的是什么呢？神要亚伯兰举目观看，那是对神

所要赐福的对象。这个国会是一个大国，既然是

的一种渴慕，想要知道神要他去的地方是哪里。

国家就会有土地、有人民，所以神再一次向亚伯

亚伯兰的渴慕是以神的吩咐为出发点的，是对神

兰保证，我会赐给你土地，我会叫你的后裔如同

话语的渴望，是对神的话语产生出来的一种顺服

海边的沙那多。说实在的，神没有给他太多、太

的行动。

看重神的赐福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渴慕的是什么？你所祷
告的是什么？是你自己想要的呢？还是神要我们

会，他看不见路边树上所开出的那些美丽的花朵。
当然，他看不见周遭的亲情，他更看不见神的眷
顾和神的恩典。

去得到的呢？“神啊，袮要我去哪里？袮要我做

如果你比较罗得跟亚伯兰的选择的时候，我

的是什么？袮要我改变的是什么？”两种不同的

们可以从上下文看出来，罗得按着自己的方法来

渴慕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种是从世俗的眼光去

做这种所谓的举目观看，这一种观看，我把它称
为叫做左右观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亚伯兰给
罗得做选择的时候，亚伯兰对他说：
“你向左，我
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得左看右看，就
看见那约旦河的全平原，都是滋润的。所谓左右
观看，不过就是 180 度的看见吧？但是如果我们
愿意让神来引导我们，“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那就是 360 度的宽阔视野呀！
放远你的眼界
人的眼光常常是非常短视的，但如果你愿意
用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的生命
当中会增添许多的 surprises，所谓的惊喜。你会
在你所行的路径上面经历到很多神的赐福、神的

看的，另外一种呢，却是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恩典。我们基督徒看重的是什么？是上帝的赐福。

的角度呢出发的。

我不是说上帝都要每个基督徒要过很贫穷的生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举目是哪一种的

活，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指示。我们都知道亚

举目？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据我对教会的一般性

伯兰后来也是一个富足的人，他的财产很多。其

的观察，我发现有一大部分的基督徒往往看见的

实，钱财的多寡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

是自己的小利、私利，而看不见神要他去做的为

体会到神是那一位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我们所

神而做的那些大事。以至于终其一生，我们所追

得的钱财，到底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享受

求，我们所得着的，不过是人生当中里面的所谓

呢？还是变成我们的重担呢？我们有没有照着神

的“蝇头小利”，却得不到神要对你所赐的大福。

的心意去处理我们的钱财？除了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把这个形容叫做“因小失大”。

以外，我们有没有顾念到别人的需要呢？箴言里

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有一天在路上走着

面有一句话说的很好，“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

走着，发现地上有几张美钞，大概就是一、二十

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 10:22）若是今天你

块钱吧，他很高兴地把这个钱捡起来。他想到原

得到很多的钱财，你还会很担忧，就像路加福音

来走在路上是可以找到钱，可以发一笔意外之财

告诉我们的那个财主，他在担心“我可不可以再

的。从那一天开始，他每天走路，目光就一直盯

盖更大的仓房来收藏粮食，好叫我的灵魂可以享

着地上了。找着找着，偶尔还真的给他找到了一

受？”我想，神不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些钱，于是这就变成他的习惯。但是也因为这样，
从那一天起他失去了许多可以看到日出美景的机

如果我们认定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的赏赐
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容许神对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有掌管的主权。例如，你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

看得见；于是起来行走了。

你会想到神的赐予；你有孩子，你会想到“儿女

我们如果光是看，在原地看，你所看到的就

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诗 127:3）。可见，基督

非常有限，你所能够做的事也就不多，恐怕只能

徒的人生观与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我所有的福

维持现状，做一些保养而已。如果你选择过这样

分都是神的赏赐，神有主权。当你有这样的认知

的生活，我想我们大概已经忘记了神的要求。每

的时候，你会轻看这世界上所谓的得失利害，不

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过的不是一种“安居乐业”

会太计较。如果你懂得了这个，你就懂得我们只

的生活，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原是“客旅”，这才是

不过是财富的管家，神才是真正的主人。“赏赐

神给祂的儿女所规划、所设计的生活。你要突破

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
应当称颂的。”
（伯 1:21）如果你承认所有这一切
都是神的赏赐，那神给你的你当然欢喜；一旦他
拿回去，我们也不会过于悲伤。这样，我们就会
勇敢的去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事
情。
懂得这些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
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凡为我的名撇下
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
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太 19:29）
“得着百倍”已经了不起了，但我更看重的是后

这种安于现状的状态，那你一定要要有第二个动

面那句话，“承受永生”。我们基督徒所看见的，

作，那就是“起来”。这个“起来”代表一个人对

不是只有在地上可以得几倍，不是你的股票会翻

一种想法的确认，代表着一个人的立场。神要亚

几番，我们更重视的是我们真的按神的心意去活，

伯兰以行动来表明他对神所说的话的信心。

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来做神的好管家。将来我们要

你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吗？那个浪子在外面放

跟神一起承受永恒的国度，那个才是永恒的福分。

荡以后，穷途潦倒，在那里痛哭流涕，他恨不得

正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

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后来他说

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我要起来”，这一句话意味着“我要改变”，不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林后 4:18）。

再留恋过去的那种生活了。
“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
里，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那是立场
的改变，生活观、价值观的改变。

迈开你的步伐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你起
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这段圣经里面用的 3 个动词：“看见”、“起
来”、“走”。我们把这 3 个动词连在一起的时候，

照神的话去行
神要亚伯兰起来，应许给他土地，应许让他
的后裔如同海沙那么多。这是神有应许，但是现
在什么也没见到呀！怎么能相信这话呢？亚伯兰

你能够看到一幅图画的，好像有一个人本来是垂

知道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所以，亚伯兰愿意“起

头丧气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突然之间，他可以

来”，表明他的信心。即便现在用肉眼还看不见，

但是他以他行动表明了自己对神的认知和确信。

人跟我说，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很难推动宣教。他

有了“起来”以后，还要“走”出去，照神

们说：
“一提到教会要宣教，要去培植新堂所的时

的应许来走。我们知道前面神对亚伯兰说，
“你举

候，在教会内部总会引来许多辩论，甚至有时就

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现在又讲你必须“纵横走遍

会成为那间教会分裂的导火线。”为什么呢？我们

这地”。神要求亚伯兰，“我怎么吩咐你，你就照

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可以不做宣教的的理由。例如：

样去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原则。简单的

“我们自己教会内部的问题都还没搞好哎，怎么

说，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照样去行。这个是神

能够出去宣教呢？”“宣教的事还是让有实力的

要赐福给人的秘诀。

教会去做吧！我们这个教会规模小，现在很多信
徒都是白发苍苍的了，让别人去做吧！”“现在的
经济情况糟透了，我们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做宣

合神心意的教会

教的事情？”

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问一个教会的牧师，或者

我告诉你，这些道理每一个人都会讲，只要

长老、执事，你问他“怎么样才叫做一间合神心

我们不想做的时候，我们都讲得出理由。但是，

意的教会？”我敢担保，每一个牧师，或者同工

重要的是教会有没有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进一

都可以跟你讲一番精彩的大道理，告诉你教会应

步说，神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有没有起来的意愿？

该这样、应该那样。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

有没有行动的付出？

再问“请问这些的讲法有多少是真正落实在教会
的异象与作法上？”答案恐怕是让人很失望的。
很多人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可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也没有真正的去做。
什么叫做健康的、合神心意的教会？以下我连
续举了四处经文。有哪一处的经文是你不熟悉？
你只要信主超过一两年了，这几节的经文你一定
常常听传道人讲。

主耶稣与门徒的一段对话。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与门
徒的一段对话。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
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约 4:35）主耶稣要门徒举目观看，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
28:19）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
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太 24:14）

庄稼既然熟了，就应该收割。于是主耶稣又说：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作我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

门徒，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让天国的福音传

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约 4:38）也就是说，你

遍天下。有哪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这个？我们背得

们不只是听我讲，还要去做。那些庄稼是别人劳

滚瓜烂熟啊！但是，很奇怪的是好多牧师、传道

苦的成果，你们只不过去“收”、去“享受”而已。

那么，门徒们有没有照主耶稣的话去收取庄

要问的是“究竟什么叫做传福音？”传福音就是

稼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圣经确实写着

为主作见证，就是见证神在你这个人身上所写下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约 4: 38）

的那一个故事。撒玛利亚妇人见证说“主耶稣把

是不是因为门徒去传讲福音的结果呢？我不知

我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她有没有讲，旧约以赛

道。但圣经记载“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

亚先知怎么说？以利亚怎么说？摩西怎么说？系

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

统神学怎么说？圣经神学怎么说？都没说呀！她

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

只说一件事情：耶稣把我从前所做的事都说出来
了。
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之后有没有感受到神在
给你写下你的故事？如果你愿意把主耶稣在你身
上所做的事讲出去，那正是别人所不能够取代的
见证，只有你自己可以讲，别人不能替你说的。
而神所要你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你看“那妇人就
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
了、莫非这就是基督么。’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
里去。”
（约 4:39）奇怪的是，圣经没有说“那一
些人就开始批评她，你不懂的神学，也不懂得旧
约，你跟我讲这些能听吗？”没有呀！事实是：
当这个妇人愿意往城里去传福音的时候，众人就
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我相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么。’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约 4:28-30），
请问，是谁经历了主耶稣的应许，是谁领受了神
的赐福了？是谁享受了与人分享生命的喜乐？是
门徒？还是撒玛利亚的妇人？
道理是很明显的，不是那些懂得很多的人，

从这一次的经验里体会到了，原来神是如此伟大
的神，连她这位曾经是淫乱不堪的女人，上帝也
能够用她。这样一个不值得人看重的器皿，神照
样使用。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要显出神那莫大的
荣耀。感谢上帝！

而是真正去做的人。坦白地说，在传福音的这个
行动上，最有理由说“不能去”、“不必去”、“不
敢去”的人，正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可以对

亚伯兰为耶和华筑坛
这段经文结尾说，“亚伯兰就搬了帐棚、来

彼得、雅各、约翰说，“我才刚刚认识主耶稣呀！

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

我什么都不懂，怎么能出去传福音呢？”她还可

筑了一座坛。”（创 13:18）从圣经就知道，亚伯

以对安德烈、犹大说“以前我是个见不得人的女

兰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筑坛，为了要见证耶

人，像我这样的人，哪有资格传福音呢？”她可

和华是神。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这这地上我

以对其他门徒巴多罗买说，
“你们都是男人哪，我

们不过是寄居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搬迁到这

只不过是一介女子。耶稣有那么多门徒，轮得到

里，搬迁到那里。三年半以前，神把我带到南加

我去吗？”

州来，我也不知道以后神还会带我去别的什么地

我刚才去代替撒玛利亚妇人发言的那些理由
你觉得合理不合理？你是否也有类似的想法？我

方，但不论到哪里去，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记

住，随时随地，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主的道，

改，我们愿意回头，我们愿意起来，走回主袮让

作主的作见证，直到我们得到神所应许的，就是

我们走的道路。愿主赐福给愿意遵行袮旨意去行

永远与神同在，那才是我们所向往的。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踏遍那未得之地，引
人归主，到处都有神的赐福，如同脂油满溢。谢
谢主！相信神袮爱真理堂，你爱这里的每一位弟
兄姐妹，让真理堂会继续成为袮福音的种子、福
音的灯台，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为主作见证，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根据李光陵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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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链接 MP3+LRC --最后，盼望神帮助我们真理堂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依靠神的带领，在这个世界上脚踏实地地
迈出信心的步伐。如同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凡
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申 11:24) 老人
家有老人家传福音的对象，中年人有中年人传福
音的对象，年青人有年青人传福音的对象，士农
工商各行各业都有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神的国度
境界的拓展，要求我们全体弟兄姐妹一起努力。
愿神开阔我们的眼界，按着神的心意，举目向东
西南北观看，然后，我们就脚踏实地的，纵横走
遍这地，为的是作主的见证。
祷告
天父感谢袮！我相信袮的道一直在感动的弟兄姐
妹，求主赐给我们有信心，能够遵行袮的话，愿
意纵横走遍这地。感谢神，袮告诉我们，袮还有
羊不在这羊圈里的，袮要我们把他们找回来，归
回主的羊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
心和毅力，能够爬上高岗，走进低谷，把那些迷
失的羊群找回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过去没有
按照你的心意来活出应有的见证。求主听我们这
个时候每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愿意向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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