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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活

◆ 宋先惠

今
年海宣夏令會的主題是「為主

而活」，歌羅西書 1:18「祂也

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

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

首位。」為主而活，跟「使耶穌在凡

事上居首位」是息息相關的，一個願

意讓耶穌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人，

當然就是為主而活。

讓主居首位，是得救的條件，沒

有主的生命，怎麼能夠為主而活？怎

麼能夠活出基督呢？重生得救的條件

就是我們要做個決定：讓主居首位。

羅馬書 10:9「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

救。」我常常用這節聖經對教會中剛

信主的弟兄姊妹重述一次得救的條

件，如果他們是從其他教會來到我們

教會中的弟兄姊妹，我們會要求他上

「四個認識」的課，主要是讓他們認

識教會，認識得救的條件。每一次我

會問他們說：『羅馬書 10:9 中提到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請問這裡

的「主」是怎樣的主？」』他們幾乎

個個都異口同聲回答說：「救主」。

聖經沒有寫救主，為什麼他們會說救

主呢？許多傳道人在傳福音時，最後

也是這樣呼召的 --- 你若相信耶穌是

救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這樣的錯誤，危害華人教

會將近上百年的時間，以至於教會裏

很多沒有重生得救的人。其實聖經是

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如果一

個人初信主時就沒有讓主在生命中做

主做王，以後怎麼可能為主而活呢？

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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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陳喜謙牧師在卸任華

福總幹事一職之前，在今日華人教會

刊物中寫了一篇文章：「福音運動一

禍根」。華福的異象就是推動世界各

地區的華人起來傳福音，他的這篇文

章，裡面有一小段是這樣寫的：「三十

多年前，某地一位基督教的年輕傳道

人，頗得神使用，帶領了不少人歸向

耶穌基督，激勵了不少人委身傳揚福

音，也在當地推動了許多福音工作。

但他那蓬勃的福音工作生涯，卻幾乎

被扼殺，因為有一個當地的基督教宗

派，把他定為傳異端的人物，列入黑

名單，禁止他在該宗派範圍內講道。

事實上，他只是常常強調，信耶穌的

人，不可以單單接受主的救恩，而不

同時承認且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生命

的絕對主宰。」到底誰是異端？所以

陳牧師說：「在華人教會當中，這觀

念已經普遍存在，為什麼這個年輕傳

道常常強調這個惹禍的信息，原來他

發現多年來華人教會中流傳一項嚴重

錯謬：人可以「憑著信心」只接受耶

穌基督為救主，而不必接受他為主為

王。事實上，聖經告訴我們，三一神

不但是我們的創造主，亦是我們的救

贖主，我們從不應該脫離祂絕對的主

權，我們永遠是屬祂的，相信耶穌的

意思，即是從對神的悖逆中悔改、重

生，且較造物之初更密切地歸向真神

和他義善的統治。」後來我就打電話

到香港，經過陳牧師的同意之後就把

這篇文章登在我們教會的周報上。一

個禮拜之後，我發現教會裏的弟兄姊

妹竟然沒有一個人看這篇文章。於是

我就在教會的真理課上，重新把這個

最基要的救恩真理徹徹底底講清楚。

當年我們在神學院裡，老師已經很清

楚的把這個真理教導我們了，我跟我

太太從神學院畢業，在教會牧會時，

對初信者的把關非常嚴格。那時教會

只有二、三百人，所以每一個決志信

耶穌的人，我們都會跟他們談話，目

的是要每一個人都清楚知道：不僅要

相信耶穌是你的救主，更要相信耶穌

是你生命的主。羅馬書 10:9 說，你要

相信耶穌是你的主，你才能得救，你

只相信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沒有

得救。由於我從那時候開始很清楚地

把這個真理告訴教會中每一個信耶穌

的人，大約有 10 年的時間，教會每

一年信耶穌受洗的人數就很穩定地成

長，每一年大約增加 50 人。弟兄姊

妹，假如我們希望為主而活，我們信

耶穌要信的正確。

有一次，我看到更新雜誌裡面有

一篇文章，是美國費城第十長老教會

的牧師寫的文章，題目是：「耶穌是

你的主嗎？」這是一位美國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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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所看到的幾乎跟陳喜謙牧師看

到的情況一模一樣，他說許多在美國

自稱是福音派的信徒，實際上並沒有

真正的得救，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講得比陳喜謙牧師更直接，他用那

些年間蓋洛普民意測驗裡面的調查結

果為證：有近一半的美國人會在一個

他們所提到的主日去教會聚會，這些

人多半對人生持保守的看法，其中大

多數都相信死後有生命、天堂、地獄。

但是，蓋洛普同時又指出，「對大多

數自稱是基督徒的人來說，他們所持

的看法，並無法產生出與眾不同的生

活方式。所調查的群體當中，每 8 個

人中只有 1 個，就是 12.5% 的人會因

著他們的信仰，而在生活上有特殊的

改變；對這群少數人來說，他們的改

變是獨特的，他們比較快樂，家庭更

加穩定，對人比較少有成見，他們經

常會投入某種義工活動，為別人做出

無私的貢獻。他們的表現與那些有名

無實的基督徒，極不相同。」

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我心想：

難道美國教會也是如此嗎？這位牧師

寫得非常直接，他說：「唯一能使我

們得救的乃是主耶穌基督，我需要一

再地強調這一點，這位能將我們從罪

中拯救出來的耶穌，必須是我們的

「主」。任何人所相信的耶穌，若不

是「主」，他信的就不是真耶穌基督，

那是信了假耶穌的信心，假耶穌是不

可能拯救任何人的。」

現在不管是在華人世界，或是

在美國、在歐洲，都注重這件事情。

為什麼教會裏屬神的人，還要拼命

強調要活出基督、讓基督在教會做

元首？因為發現教會並不能達到這樣

的目的。原來是「根」出問題了，一

開始信耶穌的時候就出問題了，以至

於再怎麼講也沒有用。打個比方，假

如我跟我太太很想要一個孩子，我們

就到百貨公司買一個一公尺的洋娃娃

回家，每天餵她喝奶，會有什麼結

果？一個沒有生命的人，你跟他講為

主活，他聽得懂嗎？一個沒有主的生

命的人，你拼命叫他讀經禱告，有用

嗎？牧師會很辛苦，因為他拼命努力

去帶領一些他認定已經重生得救的基

督徒，結果做了半天，發現這些基督

徒的價值觀沒有改變、人生觀沒有改

變、宇宙觀沒有改變、物質觀沒有改

變，他們的生命跟信主之前一模一

樣。

這 位 美 國 的 牧 師 說：「 我 們 傳

道人停止欺哄人的時候到了，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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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討好未信者，或者為使教會人數

加增，而繼續錯下去。這是傳道人傳

講整全福音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傳

耶穌基督的福音。」他呼籲傳道人不

要傳錯誤的福音，可是今天很多人已

經被傳道人告知，認定自己就是基督

徒，那是不是傳一個正確的福音呢？

真的口裡承認耶穌基督是「主」，

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正確的福

音讓人真正重生得救，以至於能夠為

主而活。因為這十幾年來我在教會裡

面特別注重這個部分，於是發現在這

批信主的人當中，要教導他們好好讀

聖經很容易，要他們好好禱告也很容

易，要他們起來傳福音也很容易。我

們只要稍微提一下，這些弟兄姊妹就

會往神的路上直奔，並且願意為主而

活。

弟兄姊妹，陳喜謙牧師說：「這

種嚴重錯謬的觀念，多年來成為福音

運動的一大禍根。我擔心將來有一天

許多人要面對永世的大悲劇。」聖經

上記載：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耶穌說：

我為你醫病、傳道、行異能、趕鬼…，

耶穌卻明明地告訴這些人：我從來不

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

我 去 吧！ 在 教 會 裡 面， 會 醫 病、 傳

道、行異能、趕鬼的是誰啊？通常都

是傳道人吧，但是有一天耶穌說，我

不認識你。神學家對這一段聖經多有

爭論，大部分人都認為這裏是指那些

沒有重生的人，只有少部分的牧師和

神學家認為這些人是重生但沒有過得

勝生活的人。沒有重生的人怎麼可以

奉主的名行異能、沒有重生的人怎麼

可以奉主的名傳道，而且還有果效，

沒有果效他不會來跟耶穌邀功的，怎

麼沒有重生的人可以做傳道人，還可

以在那邊行異能？弟兄姊妹，這是很

可怕的事情，但是你不要覺得太稀

奇，既然有人傳講錯誤的福音，所以

很多人雖然沒有重生，還是可以在禮

拜堂裡面聚會。你會發現有些人信耶

穌了，活出來的卻不像耶穌基督的樣

子。其實，很可能是他們根本沒有重

生，當然活不出基督的樣式；所以你

不用太驚訝。假如今天在教會當中，

我們看到有人會醫病、有人會趕鬼、

有人會行異能、有人會佈道，會不會

有一天就如聖經上講的那樣，耶穌來

的時候，對他說：「我不認識你，你

這個做惡的僕人，離開我去吧！」為

什麼？因為他沒有遵行天父的旨意。

弟兄姊妹，盼望我們能夠確認我

們的信仰，清楚我們已經是把主權交

給主的人，如此我們才可以討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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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樣式。

教會裡面假如有人還沒有這樣的生

命，不要驚訝，好好地再跟他講福音，

請他把主權交給主，認真信耶穌。不

管他是長老也好，傳道人也好，你再

請他做一次決志禱告，叫他好好信耶

穌。我在神學院，曾聽到林道亮院長

說，他有一次到一個地方去講道，那

個教會沒給他主題。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如果他去講道的地方沒有給他主

題， 他 一 定 是 佈 道、 傳 福 音， 叫 人

信耶穌。那一次，他就照他的習慣去

佈道，到了呼召的時候，第一個舉手

的竟然是那個教會裏七十幾歲的老牧

師。我們聽了都很驚訝，林院長說，

不要驚訝，你們要好好注意一下，在

你們當中是否有沒有重生得救的人 ? 

我們有熱心傳福音，我們願意把福音

告訴別人，可是我們傳的是正確的福

音嗎？我們信耶穌要信的很清楚，我

們若真是口裡承認耶穌基督是主，心

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在教會裡面，我們看到牧養一個真正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非常容易的事

情。相反來說，牧養沒有重生的基督

徒，是很辛苦的事情。當然，不管是

怎樣的羊，我們一隻都不能放棄。

大會的主題—為主而活，使我

們再一次被提醒。盼望我們能夠好好

思想，如何才能為主活。有主的生命

才能為主而活，沒有主的生命，就無

法為主而活。有主的生命，就是大會

主題的經文—讓耶穌基督在凡事上

居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