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屬 靈 生 命 成 長 之 路
文∣徐健

神看重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

我們看見自己的子女或者別人的子女長大了，我們就

很高興，尤其是看見一個嬰孩會走路，會講話了，也會做

一些有趣的動作，我們就更覺得歡喜，因為我們深深的體

會到「成長就是喜悅」。但是很少人會想到自己的屬靈生命

有沒有成長？很少人會想到為自己的屬靈生命規劃一條成

長之路！我們通常所看重的是我們物質的生活豐盛不豐盛，

和肉體的生命滿足不滿足，可是我們的神看重的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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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物質和肉體的東西，因為這些就是祂

所賜給我們的，祂看重的是我們屬靈的生

命有沒有成長？我們有沒有花時間和精

力去營造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神看我們，

就像地上的父母親看見自己的孩子一樣，

不只希望我們在身體上、道德上和學問上

長進，更希望我們在心智上長大成熟，和

神的關係一天比一天更親密。當我們一天

比一天與主親近的時候，主在我們裡面，

我們也在主的裡面，達到了這個地步，神

的兒女在主裡的屬靈生命就長大成熟了。

其實，我們可以在一般基督教的書

店中，找到許多有關屬靈生命成長之路的

書籍，然而閱讀之後，一定有些不滿意

，因為大多數偏重於理論上和原則上的探

討，讓我提供三條實際上可行之路於後。

( 一 ) 愛慕神的話語，天天花工夫讀經禱

告，與神親近。

讀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說「要我們

天天讀經、禱告和靈修，這不是太普通了

嗎？我以為你會提出一些高深的學問和

特別有效的方法。」 其實，聖經中的道理

，包括得救和成聖，都是容易明白和簡易

行的，主耶穌的教訓，包括八福，雖然和

世人看重的有所不同，也都是淺易可以遵

行的。問題是你願意不願意下決心去遵行

，而且遵行也不只一天，一個星期或一個

月，乃是要靠著神的恩典，願意用一生之

久去遵行不已，這樣我們屬靈的生命才會

一天又一天的成長，以至於成熟。請看詩

篇 1：2-3「( 這個義人 ) 惟喜愛耶和華的

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

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在第

2 節中說到這個義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和

愛慕神的話語，到一個「晝夜思想」的地

步，也就是說他「日思夜想」，不但被浸

在神的話語中，更被泡在神的話語中，所

以自然而然的，神的話語就成為他的話語

，聖經中的教訓和道理就成為他的思想和

行為的準則。在第 3 節中比喻他像一棵

樹，栽在溪邊的樹，不斷的從溪邊得水，

也不斷的從栽種的泥土中得營養。同樣的

，義人也不斷的從讀經、禱告的靈修生活

中得到叫他生命成長的養分，這樣，他的

結果是「按時候 ( 這棵樹 ) 會結果子，葉

子也不枯乾，凡他所行的盡都順利。」這

就是說他那時屬靈生命已經成熟，行事為

人盡都順利，毫不困難，也不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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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故事，記載在阿拉伯的勞

倫 斯 傳 中， 從 1914-1919 年 英 國 軍 官

勞 倫 斯 (Thomas Edward Lawrence,or T.E. 

Lawrence) 帶領阿拉伯人抵抗土耳其軍隊

的侵略，打了五年的仗，終於阿拉伯人打

贏了，把土耳其軍隊趕出阿拉伯半島，成

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在 1919 年底，他把

10 位阿拉伯的酋長邀請到英國倫敦的英

國國會中開會，商討一些獨立後的商業、

政治、國防等的合作事宜。這些酋長都是

第一次來到文明社會的大都市，也是第一

次住進現代化的大旅館中，就鬧了許多笑

話，包括他們很喜歡玩「抽水馬桶」和玩

「電梯」上上下下，不肯離開電梯的小房

間，最大的笑話是在他們開了幾天的會要

離開旅館時，大家商量好，一齊動手去偷

這個旅館的水龍頭和電燈泡，他們覺得這

些「文明的玩意兒」太神奇了，水龍頭一

扭轉就有淡水流出來，既可以飲用又可洗

東西，電燈泡更奇妙了，開關一撥，燈泡

就大放光明，如果能偷回去，在阿拉伯的

沙漠中和帳棚裡，那可真管用了！於是每

一個酋長都把水龍頭和電燈泡轉下來，包

成一包，裝進袋子裡準備開溜。但是電燈

泡被偷了還沒什麼，至於水龍頭被偷了，

自來水到處噴出來，從廁所中一直淹到走

廊上，把地板和地毯都泡在水中，旅館的

人驚嚇之餘，當然不會讓這些阿拉伯人開

溜，請來了勞倫斯，要這些阿拉伯人交還

被偷的東西，還要他們賠償損失。這個故

事的結果是勞倫斯好不容易費盡口舌，也

表演給他們看，水龍頭和電燈泡單獨的放

在那裡，是不能發生作用的。一定要接到

電源或水源，才能發光，才能流水，他們

才很不情願的把這些東西還給旅館，不過

他們要勞倫斯答應，將來一定要在阿拉伯

設水廠和發電廠，今天這些水電設備他們

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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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兩個信息：

1. 的確，燈泡的發光，不在它的本

身，它本身只是一個電阻絲，而是有電線

接通電源而發光。水龍頭的流水，也不在

它的本身，它本身只是一個開關，而是有

水管接通水源而能導引流水。所以如果我

們不好好的讀神的話語，接通到屬天能力

的源頭，就想在需要的時候，拿出一個水

龍頭，或者一個電燈泡來，以為它能流水

和發光，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們這樣做所

鬧的笑話，不是像那些阿拉伯酋長們以為

電燈泡和水龍頭是神奇的，隨時可以拿出

來奏效一樣嗎？

2. 我們常常羨慕，有一些人一開口

禱告便有能力，一解經時便有亮光，我

們會羨慕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多、這麼大的

恩賜而我們沒有？其實，這些人的屬靈生

命的成長絕不是一蹴而成的，他們就像約

15: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

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 」那個「常」是經常的意思，唯

有與主相連，而且經常的相連，才能源源

不絕的，得到從上面來的屬天的能力，這

和水龍頭的水有源源不斷的供給，電燈泡

的光有源源不斷的供給的道理是一樣的，

只有主在我們裡面，和我們在主裡面，這

種緊密的相連和源源不絕的相通，才能在

行事為人上彰顯出，「凡他所行的，盡都

順利」。

( 二 ) 遵行神的話語，是使我們屬靈生命

成長的第二條路，也是最難的一條路。

當我們決定去遵照和實行神的話語

的時候，我們就發現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

的路，因為要遵行時，常常我們的個性和

老我與週遭的環境「合不來」，也和旁邊

的人「處不來」，這是一段不愉快，甚至

很痛苦的經驗，卻是神塑造祂兒女的品格

必須經歷的過程。約翰福音形容這就是「

凡結果子的枝子，神就來把他修理乾淨」

，希伯來書形容這是「主所愛的，祂必管

教」，「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

處，使我們在祂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

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在

馬太、馬可、路加三個福音書中都有主耶

穌對祂的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呼召

，所以遵神的話語或是遵行主耶穌的教訓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主耶穌所說的

捨己，背起十字架來作主的門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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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神要修理我們、管教我們和叫我們

跟從祂、做祂的門徒呢？因為在我們的生

命中，裡面有太多的雜質，包括驕傲，不

順服，貪心又懶惰，不肯饒恕人等等壞的

性情，外面也有太多的雜枝，包括說謊、

欺騙人、貪財和許多不良嗜好和壞的習慣

，這些東西多年來已經和我們的生命結合

在一起，如果沒有聖靈的光照，我們根本

不感覺它們的存在，甚至會覺得有了它們

有什麼不好？今天我們要立志遵行神的

話語，神就用周遭的環境和旁邊的人來將

你「修理乾淨」，又將你「責備鞭打和管

教」還要你學會「捨己」，學會「背起你

的十字架來跟從主」，這就是申 8：2 所

說的「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

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

你心內如何，肯守祂的誡命不肯。」感謝

主，當我們外面通過了神的苦煉和試驗而

被修理乾淨了，我們裡面也謙卑和順服下

來，肯守祂的誡命，願意跟從主，作主的

門徒，這樣我們的屬靈生命就成長了。

( 三 ) 追求聖潔和追求與眾人和睦，是使

我們屬靈生命成長的第三條路。

我這幾年來，在教會中全時間的事

奉主，有一個愈來愈深的感覺，願意在此

分享，就是我愈來愈體會到「基督徒的生

活一定要聖潔和一定要與眾人和睦」的重

要性，其實教會中大多數人的問題都出

在「生活不聖潔」和「弟兄姊妹中不和睦

」上面。希伯來書中的一個重要的信息在

12：14「你們當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

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在這

短短一節經文中，用到兩次「追求」，聖

經中很少用到這個強烈的字眼，可見其重

要性，「追求」意即要很認真的，竭力去

得到，去抓住，去佔為己有。那麼，去追

求什麼呢？一者要我們去追求在生活中

與眾人和睦同居，一者要我們去追求自己

生命的聖潔，這兩者缺一不可，是一個聖

徒必須竭力追求的境地。試想一想，如果

一個信徒真正能夠在生活中與眾人和睦，

又在生命中聖潔不沾染世上的污穢的話，

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聖徒！同樣的，如果

一個教會弟兄姊妹之間彼此和睦，彼此順

服，彼此相愛，人人也手潔心清，這就是

聖經在以弗所書第 5 章中所說的，一個

聖潔沒有瑕疵、榮耀神的教會！這不是我

們所嚮往、所夢寐以求的一個教會麼？

最 後 來 看 一 段 聖 經， 在 提 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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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

、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

為卑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

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很明顯的，我們讀這

段經文，注意力的焦點自然而然的會放在

「什麼是那個貴重的器皿」上，因為那是

合乎主用，是很美和討祂喜悅的事奉。通

常的解經注重上文中的「金器」和「銀器

」，以及「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因

為一般人看來金、銀的質料耐久，稀有和

光耀奪目，木、瓦相形見拙多多，這樣看

來，木器和瓦器就不是貴重的器皿了，英

國解經家摩根大師 (Campbell Morgan) 主

張這些外表上的華麗和質料，神並不看重

，本來就是「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神是看內心」的，他主張上文中的「自

潔和脫離卑賤的事」的決心和努力，以及

下文中的「成為聖潔」才是真正被神揀選

和合乎主用的要素，因為在林後 5：7 不

是說得很清楚，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

」裡嗎？所以重要的不是那金器、銀器，

或者是木器、瓦器，而是裡面有沒有那個

「寶貝」，才能夠叫人看出那莫大的能力是

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的！所以當我們努

力自潔和裡面聖潔，神就自然地住在我們

裡面，因為祂是聖潔的，祂只住在聖潔的

人裡面，感謝神，所以我們不要自慚形穢

，以為自己老了、病了、名位不高、學歷

低賤，或者外表不出眾，語言能力不足等

等，那都是世人看重而神不看重的，只要

你「願意自潔」「成為聖潔」，在你裡面有

生命，神就願意住在你裡面，當你裡面有

了神的生命，你的屬靈生命就成長了。

結論

屬靈生命成長的三條路，就是

( 一 ) 愛慕神的話語，晝夜思想耶和

華的律法，經常在主裡面，主也經常在你

裡面，靈命就成長了。

( 二 ) 遵行神的話語，讓神在祂的兒

女身上有工作，有修剪，有雕塑，也有管

教，好叫那些不榮耀神的雜質和雜枝都被

修理乾淨，靈命就因此成長了。

( 三 ) 追求與眾人和睦和聖潔，尤其

聖潔是神的屬性，我們聖潔就能表彰祂的

榮耀，我們還要與眾人和睦同居，那是很

美的見證，也是很美的事奉，這樣靈命就

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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