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8.05 今日耶穌 128

假冒為善的人阿, 你們有禍了!
- 太 23:1-36, 可 12:38-40, 路 20:45-47 -

** 開始的話
* 在教會裏, 兩種信仰生活; 一種是進行在“良性循環裏＂, 他們的信仰生活, 則有根有基的開始和發展, 前恩
帶來後面的新恩, 蒙應允帶來另一蒙應允, 越跑越有能力, 因為他們信仰生活是建立在“遇見神· 在愛裏建立關
係＂上面了; 另一種是進行在“惡性循環裏＂, 他們的信仰無根無基, 他們可能從未遇見過神, 或失去神的愛·
能力已經很久, 他們只靠人的條件· 行為· 努力, 越來越矛盾, 越認為越被捆綁, 越久越嚴重... 今日的經文裏,
耶穌基督很嚴厲的責備“法利賽人· 文士＂的假冒為善, 也宣告“七個禍＂... 我們要確認· 診斷我們的信仰生
活的開始· 過程... 是否有些“危機現象＂出現? 如何回復“良性循環＂的信仰生活?

** 讀經: 太 23:1-36
1. 活在“禍裏＂的“假冒為善＂的人
1) 七個禍
關天國的門(13-14) ② 帶人進地獄(15) ③ 重財物輕祭祀(16-22)
④ 失去公義· 憐憫· 信實的十分之一和事奉(23-24) ⑤ 外潔內髒(25-26)
⑥ 表美裏腐(27-28) ⑦ 逼迫義人(29-36)

2) 不但是將來要面對“災禍＂, 他們的生命本身就是塊“禍根＂, 現在已經活在“禍裏＂

① 外邦人· 異教徒的光景= 原來在完全離神· 咒詛裏運行
- 追求將要滅亡的“肉體· 財物· 成功· 名利＂, 也叫人如此追求
- 宗教的災禍: 用錯誤的思想· 戒律· 神秘折磨自己, 也引導人迷路...

② 以色列裏面的“豺狼＂= 他們將要面對神的忿怒和災禍是實在嚴重的
- 唯有在以色列(教會)裏, 有神的兒女(羊· 子民), 原來神給以色列(律法)律法· 法度· 典章的
目的, 就在於使神子民的生命得到“保護· 能力· 豐盛＂, 並不是用律法來捆綁· 殺害他們; 但
是, 在這以色列團契裏, 帶羊面具的豺狼進來, 用“律法＂來救贖· 控告· 殺害神的子民.. 由
此我們可以了解為何耶穌基督那麼嚴厲地對法利賽人· 文士警告“七個禍＂的理由..

2. 錯誤的開始, 迷路的過程, 嚴重的結果
* 其實, 很多以色列· 基督教的領袖不知道自己的“錯誤＂, 他們還卻認為自己是“努力行善的＂, 他
們的一切的錯誤, 都由於“還未遇見主而開始的＂出發點的錯誤而來的.. 他們從未認識神, 從未明
白“神藉著福音向人顯明的真正美意(神的心腸)＂, 從未發現“神透過耶穌基督所顯明的慈愛和公
義＂, 所以他們一切的思想· 判斷· 作為, 都是在“大誤解＂裏進行的, 原來都被邪靈欺騙的...

1) 因為開始錯了, 所以越發熱心越走迷, 越久越嚴重

① 出發點的錯誤: 使人不能與神建立“父子· 愛恩· 永遠＂的關係
* 出發點不應該靠著“人的條件＂, 乃是要靠著“神的揀選＂= 不是因為我“行了或信了＂, 所以才
能成為“神的兒女＂; 乃是因為“我原是神的兒女＂, 所以就能信, 也能行..

② 過程裏的錯誤: 使人不能保持“與神相愛＂的關係, 使人不能“得自由· 得能力· 得果子＂
* 不是因為我禱告· 崇拜神了, 所以我能蒙福; 乃是因為我“原是蒙福的人＂, 所以就喜歡用“禱
告· 崇拜＂來享受“從天而來的恩賜· 能力· 賞賜＂..
* 我並不是“為了遵行真理· 誡命而活＂, 乃是“為了享受豐盛的生命, 我纔需要真理· 誡命＂
* 並不是“只求將來· 結果＂, 乃是“更看重現在· 過程＂(現在看見父神的愛, 快跑緊緊跟隨)

③ 兩種完全不同的結果:
* 有生命的, 則“有根有基的發展＂“前恩帶來新恩, 蒙應允帶來另一蒙應允＂“越跑越有能力＂
←→ 沒有生命的, 則“無根無基的徬徨＂“越來越矛盾＂“越認真越被捆綁＂“越久越嚴重＂

2) 為何不能得“正確的開始＂?= 他們的本性· 眼光, 使他們無法得著“蒙恩· 蒙愛的開始＂
* 因為他們剛硬· 驕傲的本性, 無法明白“人的根本問題＂(肉體· 罪根· 撒但)
→ 所以他們無法承認“人的完全敗壞· 完全無能＂, 而卻認為“半善半惡＂“人能＂
→ 所以又無法承認“救恩是從頭到尾, 神全然的作為, 無關人的條件, 蒙愛蒙揀選的人才能得
的＂, 而卻認為“人的條件也影響神的決定＂“得救之後, 按人的條件, 還是會失去＂
→ 因此, 他們的開始, 是從“怕不能得恩＂出發; 他們的過程, 是“怕失去恩典＂來進行
=> 不但自己也不能享受神愛神恩(天國), 用錯誤的教導· 論斷· 定罪, 叫別人也無法進天國

3) 唯有神所揀選· 蒙愛的神兒女們, 才能“在愛裏遇見神而開始, 也在愛裏與神交通而同行＂
* 唯有生來帶著“八福人(虛心· 哀慟· 溫柔· 飢渴慕義· 憐恤人· 清心· 使人和睦· 為義受逼迫)＂
本性的人, 才能明白“人的根本問題＂,
→ 因此才能明白“神為的開始· 過程· 發展＂, 也要努力“尋找神為, 順從神為, 見證神為＂
→ 也明白“重生· 成聖· 事奉＂, 都是因神的愛才能得的, 所以在愛裏遇神, 也被神愛吸引著跟隨
=> 用“蒙愛的身份· 所屬· 基業· 未來＂, 察驗神為我所安排“條件和經歷＂, 所以凡事上都能發現
神的愛, 每天看見父神的新恩繼續向我顯明; 因此一生一世, 不但自己能享受神一切豐盛的
恩典, 時常在人間見證神的慈愛和恩典, 引導人進天國, 一同享受神愛神恩...

3. 確認和回復
1) 確認

① 我認識我的生命麼? 我是八福人麼?
- 我有否“虛心＂? 認定我生命的被造· 有限· 罪性等, 尋找創造主並祂的美意, 而願意順從?
- 我有否“哀慟＂的心? 哀慟自己的罪惡· 無能, 哀慟世界的悖惡等... ?

- 我有否“溫柔· 飢渴慕義· 憐恤人· 清心· 使人和睦· 為義受逼迫＂的心? 一個一個確認..
- 當我們確認的時候, 會發現“我是蒙愛· 蒙揀選· 蒙召的生命＂, 由此會得到確據神對我的永
遠的大愛, 堅固神與我永遠不變的關係, 知道自己一生要得的是甚麼等...
- 確認: 我是個真明白“根本問題＂, 願意與基督同死同復活, 要得新造的生命· 目標· 內容·
方法的人麼?

② 我信仰生活的一切根據, 是在遇見神· 神的愛上面所建立的麼?
- 我還未認識“基督寶血· 基督福音＂之前, 則一來被騙, 而不認識慈愛的神, 不認識“祂是我唯
一永遠的阿爸父怕神“, 而怕神了.. 我終於恍然大悟了, 永遠不要在欺騙..(在愛裏, 建立關係)
- 我有否明白“父神為我所豫備永遠的應許和福份＂? (與神立約)
- 我有否以“神的應許＂來判斷, 而得著了“父神在我生命條件· 經歷裏的永遠計劃＂

③ 目前, 我與祂的關係· 交通· 同行的光景是如何?
- 目前, 在我靈裏, 與神交情的情況如何?
- 我有否每天看見父神的新愛, 看見祂的引導而順從, 看見應許天天成全的證據?
- 現在, 我的時間表來到什麼地步? 這幾年神在我身上作了什麼工作? 今年, 最蒙恩的地方?
昨天, 主如何帶領我的一天? 主正在在我心靈裏講那一句話?
- 我的生命和生活裏, 有否進一步要突破的內容?

2) 在信仰生活裏, 常出現的危機現象

看不見“神的愛＂而怕神
* 神那永遠無限的慈愛, 藉耶穌基督已向我們顯明了; 在任何情況裏, 我們都能看見神的愛..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父神更關心, 照顧我們..
- 無論怎樣努力虔誠, 認為事奉, 若不在“與神相愛＂的氣雰(Mood)裏, 進行則不對的, 凡事都
在看見主的愛, 帶著愛主的心, 事奉自己和鄰居..
←→ 這是邪靈的控告.. 不可以放任.. # 以色列人在曠野常常怕神擊殺他們, 帶來不好的結果..
- 不保持與神交通, 不保守心懷意念的時候, 在邪靈的攻擊之下, 我們心中出現的現象..
- 更重要的, 是要明白“神藉五個祭所顯明的慈愛和美意＂, 要掌握禱告中完全得自由的秘訣..

② 不順從
* 神是位“最固執, 永遠不變＂(信實)的那位; 神對我們的愛, 是最純全的, 神最明白那些道路
是對我們永遠的生命上最有益處; 祂必按自己的美意帶領我們的, 我們應該時常察驗祂的
美意而要順從; 不可以繼續在我們心靈裏放任“敵擋神的狀態＂
- 不順從, 帶來“邪靈的攻擊＂, 帶來“死亡＂, 帶來“虧缺神的榮耀· 失去恩典和能力· 管教＂
* 確認: 有否順從: 一生的目標和方向?→ 有否順從: 主在我生命裏主要成聖的工作?
→ 有否順從: 應該天天的察驗而跟從? → 有否順從: 最近主叫我多忠心· 認真的地方?

③ 形式化
* 形式· 儀式是信仰生活裏, 非常重要的, 保護我們居在恩典裏; 但是比形式更重要的, 就是

我們“活潑的心靈＂, 神不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當一個信徒的信仰活動變為形式, 則
他的靈與聖靈已脫離的狀態了, 若不快回復“靠聖靈＂, 他的生命逐漸“枯死＂, 凡他所想所作
的, 都失去神的能力的彰顯..
- 確認: 我的禱告· 崇拜· 奉獻· 事奉, 都在靠著“活的靈＂進行的麼?

3) 如何回復?
* 只有一個答案: 不管怎樣的情況, 也不摸別的, 就盡快要來到主的寶座前, 尋找神的美意,
願意愛主順服主, 則必會看見主的憐憫· 醫治· 保護· 安慰· 賞賜...
- 在檢討· 診斷的過程裏, 若發現了自己在那裏失敗, 就在那裏重新“建立· 修理· 突破＂
(回復主的愛, 而堅固與主關係/ 建立生命生活運作系統/ 察驗而順從)

** 結束的話

** 本週祭壇禱告題目 **
1) 主耶穌所責備那些假冒為善之人的生命, 則根本無法得重生的: 我認識我的生命麼? 確認: 在我的生命裏,

有否神所揀選之人所擁有“八福人＂的特質? (虛心· 哀慟· 溫柔· 飢渴慕義· 憐恤人· 清心· 使人和睦· 為義受逼
迫)
2) 那些假冒為善之人的信仰生活, 則沒有在遇見神的基礎上進行的: 我的信仰生活, 是在“遇見神的基礎上

面＂所建立的麼? 回想: 從我認識神到如今, 我與神的關係是一來如何發展的呢? 目前, 我與祂的關係· 交通·
同行的光景是如何?
3) 在信仰生活裏, 最大的危機, 就是“看不見神的愛而卻怕神· 不順從· 形式化＂: 診斷: 目前, 在我的信仰生

活裏, 有否出現這一種現象? 應該如何回復神的愛? 如何回復活躍的與神同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