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感言  

 

 

 

壹、何謂耳邊風？有何特徵？ 

 

從風症談起：  

中醫所指的「風」是指一種疾患，如中風、痛風、羊癲風、急驚風 這些均有礙於肉

身行動；但有一種風症在醫學寶典上找不著，卻與靈命生死攸關，那就是耳邊風。  

耳邊風：自人類啟始，此病就開始流行，且曆久不衰；若以流行病學來追本溯源其原始

發生地，是從伊甸園開始的，試看《創 2:17》耶和華神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當我們再看《創 3:6》時，夏娃顯然將神的話當耳邊風，「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

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

給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於是得了耳邊風鼻祖之尊號，卻可把我們害慘了，整個

人類立刻陷入罪的深淵之中，她的後代子孫不但群起效猶，更是發揚光大。 

 

貳、讓我們一齊來用屬靈的聽診器自我診斷一下，看看我們的耳邊風痼疾嚴重度如何！  

(讀經：申 28:1-24) 

耳邊風自我診斷與提醒 

 

試問：每次聚完會回家，當夜還存留多少內容？過一周後又還存留多少內容？ 

例如：○1 今年的聖經訓練營的主要禱告題目是：「自己蒙恩就好了」，不摸問題、禱告就

好了！但我們聽了不下一萬次，仍然耳邊風，不把神的話當回事(比健忘症還嚴重)；問

題一來，首先冒出來的又是老我的體質、人為的本性，靠自己努力去解決，把禱告拋到

九宵雲外去了，結果搞得一團糟！ 

○2 《太 6:33》主應許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而我們卻耳邊風，被肉體的情欲、愛世界的心捆住，只顧追求屬世的功名利祿、五子登

科(車子、妻子、房子、金子、兒子)，加入「賽房族」而拼死命工作，無暇享受百萬豪

宅，更為著高昂的房貸及節省空調，而在家冬天穿雪衣、夏天汗流夾背。錢四角(腳)、

人兩腳，保證永遠追趕不上！肉體的欲望更是深淵，跳進去了就沒完，再怎麼也出不來！

《詩 16:4》：「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而人們經常動不動就耳邊

風，以配偶、兒女、工作、事業、學位、成就、地位、金錢、物欲當作神，當這些與敬

拜神、服事主、奉獻上有衝突時，第一個犧牲的就是神國的事，因此他們的愁苦加增是

必然的。 

○3 主說：我為你流血、改命、改運、換身份，你已被呼召成為神兒女、天國子民、基督身

體、聖靈的殿、君尊祭司；但我們卻老是耳邊風，總抓著過去而繼續唉哼、內疚、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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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基督已為我們完成的救恩，緊抱那稍縱即逝、亳無價值的糞土，繼續在痛苦、不安、

貧乏、憂慮的時光中打滾，過著乞丐王子般的生活。 

○4 我們常常只為別人聽道，丈夫為太太聽道、太太為丈夫聽道，只在聽道的事上 為對方

設想，也精心選用對自己 有利的經文來攻擊、指責對方。主叫我們在家中□1 丈夫：愛

妻子如同愛自己，保養顧惜，如基督愛教會一般；而我們卻耳邊風，愛自己很多，總用

經文要求妻子，不保養顧惜她，為妻子聽道，核對她作到多少。□2 妻子要凡事順服丈夫；

我們卻耳邊風，有選擇性、有條件地，某些事還可以順服、過關，但錢這一關可要嚴格

看守。□3 不要惹兒女的氣，免失志氣；但我們卻耳邊風，隨己意管教、壓迫兒女，惹得

兒女雞飛狗跳、哇哇叫，恨不得快到十八歲，遠走高飛、離家愈遠愈好。 

○5 主說：我重生了你，在地上的日子必與你同在、永遠引導你；你要以教會、約櫃(祭壇資

訊)、肢體為中心生活，必遇貴人、貴事，讓你目不暇給、驚訝稀奇；然而，我們卻仍耳

邊風，無心察驗、留意神如何與我同在、引導，竟自以三百哩的速度逆向奔撞，如此橫

柴入灶，豈能不導致頭破血流卻拼命抱怨「我為什麼如此倒楣！」《箴 29:1》：「人屢

次受責罰、仍然硬著頸項，他必頃刻敗壞、無法可治。」 

○6 主曾三番二次叫我們不要憂慮，求就賜給《約 14-17 章》；但我們總是不信，寧願憂慮

一整天卻不禱告(嚴重的耳邊風)，總在紅海邊造船、在耶利哥城外打造武器。《彼前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我們卻重度耳邊風，因看不見神、

不認識能顧念我們的神是誰，終究不明白「…不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彀。」的道理，而預支廿年後的憂慮，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而抱怨

連連。 

○7 《瑪 3:10》：「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

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然而我

們這些大博士、大碩士們居然連如此簡單、划算的數學應用題也不會算，真不知數學是

怎麼學過來的？或是鬼迷心竅得耳邊風，而不給神機會，忽視(連試試都不肯)神應許傾

倒下來、無處可容的福氣，在為神國事工的奉獻上、時間擺上常與神討價還價，稅前或

稅後呢，廿分之一可以嗎？聚會時間短一點不行嗎？主日崇拜、周間聚會常常姍姍來遲、

準時遲到廿分鐘，難怪不能得福，是理所當然、其來有自的。 

○8 其實，我們若不把神的話當神話，而當真(不耳邊風)，或聽牧師資訊所講的刻在心版上

並順從，必全然改變，無論任何景況必有平安、喜樂！家家甜蜜、溫馨、幸福、美滿；

可是我們卻繼續耳邊風。可見耳邊風危害之大，是撒但 厲害的一招。 

 

參、那種人易患耳邊風？為何？ 

 

1. 不同國家、語言不通、文化隔閡，有如對牛彈琴  

2. 頭腦混亂一片、不能分辨何為重要；就像老年(屬靈)癡呆症一般，對神的話沒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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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耳朵裏長了太多、太厚的耳垢，聲音進不去；我們應掏空所有屬靈的耳垢，才能清楚

聽見從神來一切的話  

4. 耳朵有智慧型篩檢程式、專挑對自己有利的聽 

 聽完道只記得逗趣的事，把 重要的完全濾掉，繼續耳邊風；或只為別人聽道 

○1 人為什麼會耳邊風？首先是自以為聰明、有智慧、有兩把刷子，可以刷得動一切，就不

信邪(還好)，卻是不信正(糟了)，神對此等人就用祂 善用的矛盾演繹法(Paradox)來治

他，正如《林前 1:18-24》所記：「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

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就如經上所記、『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

神豈不是叫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麼。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

所當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其次是沒遇見主：把神

框在自己設好的範疇內，總以自己那短淺、幼稚、狹隘的眼光來判斷、理解、接受、論

斷神；所以《徒 7:51》司提反在殉道前，對當時代的耳邊風專家(法利賽人、祭司長、

聖經教師)痛心疾首地指責說：「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

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詩 42:5》「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

面煩躁，應當仰望神…他笑臉幫助我…。」然而，我們卻常繼續硬著頸項，死拗著耳邊

風，寧可憂悶、煩躁而不願抓住神的應許來仰望神。(整本聖經中「不聽」的字眼出現達

153 次之多。) 

○2 不耳邊風的景況是《申 6:4-9》：「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

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系在手上

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肆、尋找耳邊風的特效良方！ 耳邊風得醫治的三步曲 

 

1. 重生 - 聽道、通道是靈命的起死回生術 

○1 《羅 10:13-17》：「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

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有沒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

道呢。』可見通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2 聽見蒙恩的道並接受相信：完全是主的作為，是神主動找我們的明證。這道向我們說

《弗 1:4》：「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弗 2:8-9》：「你們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

得有人自誇。」《約 1:12-13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

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欲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

是從神生的。」；《彼前 2:9》：「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

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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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壹 5:8》：「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當

我們聽見神的話、主耶穌已為我們獻上流血的祭並死而復活、保惠師聖靈已進住我們

生命中，這就是我們蒙召、蒙恩、蒙福、蒙揀選的確據。 

○4 生命改變隨之活人的眼光來到，生命既活過來、耳朵必開通，能聽見父的聲音，回應

祂的呼召，與衪立永遠的約。 

 

2. 與神立約 – 就是神祝福我的永約，我要全然領受、享用 → 我相信神所賜的應許，並

天天發現神的帶領，願喜樂的順服跟從，借著我全部的生命彰顯神的榮耀，

來祝福萬民。 神與我們所立永約的內容(主所賜一切應許、祝福)全部記載在

聖經裏，越打開頌讀、領受就越蒙福，撒但的詭計卻讓我們耳邊風或將神的

話當安眠藥。 

①看見同在：只要有心，在凡事上可看見祂以「大自然的豐富、生命氣息、神的話、聖靈

的感動、按時供給五力、每時刻蒙恩的遇見」來與我們同在。 

②發現引導：若有心察驗，必能發現神在我們的七現場,人際關係,凡事上引導的內容。 

③享受應允：現在的崇拜正是神應允你的時刻。禱告蒙允的正確觀：清心與信心、榮神益

人建國的胸懷、愛神愛人愛國度的心腸、交出生命主權、禱告後所得平安

自由喜樂的心、察驗禱告後周邊發生一切事、神按時按事成全禱告。 

④ 使用權柄：絕不是觀念、應實際運用；如斥責耳邊風離開。 

神賜權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 28:18》 

從神支取權柄的秘訣是： 

□1 要確認:在基督裏,我的過去、現在、未來一切問題都已全部解決了。 

□2 要確定我們的身份和職份、所屬和方向，為神的國度及祝福萬民而活。 

□3 神的話要成為我一切思想和判斷的根據。 

□4 常保守心懷意念，領受聖靈的感動，追求聖靈充滿的生活。 

□5 要時常發現神的引導和計畫，以感恩喜樂的心順從，天天與神同行。 

○5 得著基業：享受上面(○1 +○2 +○3 +○4 )的祝福又祝福萬民所得著的永遠冠冕；是生命的更

新、生命的轉植、生命的傳承。 

 

3. 領受聖靈的感動來生活 

《約 14:16-26》：「…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

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

且要向他顯現。…」 

1) 印記 

《弗 1:13-14》：「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

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就是重生的人的心。 

 
第二卷   第四十九期  

 
2006/09/01

 
- 4 -



Website:  http://www.spring4life.net
Email:  info@spring4life.org 

clcwdc@yahoo.com 

2) 感動 

《約 14:26》：「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

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6:13》：「只等真理的聖靈

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帖前 5:19》：「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

唯有重生的人願意順從的心時才能得到。 

□1 聖靈的感動是借著神的話而來《約 14:26》 

□2 二十四小時隨事隨地感動我們《帖前 5:16-19》 

□3 當我有心領受時，祂的感動會更清楚《雅 4:8，太 5:8》 

□4 老我的意念越丟棄(人生目標改換才能正確領受)，聖靈的感動就越明確細密感受

得到《羅 8:5-17》 

□5 聖靈所賜的感動可藉九個果子來確認《加 5:22-23》 

□6 聖靈的感動是越經歷越深刻《林前 2:10-16》 

 

4. 得醫之後的新生活 – 與主親密同行及結實累累的生命 

活過來的生命是：看見神的預備及在我生命、生活中已經或正在作的事，以喜樂的

心順從祂的計畫、得著並運用祂的能力、與衪同行而得結實累累的內外在果子。 

基督信仰的三層次： 理性  靈性  感性 

理性層次：只有聖經、有關神的知識，但與個人生命並無連結； 

靈性層次：對靈界的奧秘，天使天軍、撒但工作、禱告果效有所理解與體驗； 

感性層次：與神建立父子、佳偶、密友關係而親密同行，自然而然結實累累。 

 

當耳邊風痼疾得醫、屬靈耳垢完全清除後，整個生命復蘇、耳朵開通，屬靈生命進

入良性迴圈，能實際相信、享用神應許的同時，在愛裏與神開始交通；也隨著與神交通

和蒙應允之經歷日增，信、望、愛的心也逐漸增長。因對神的話和聖靈的奧秘愈多認識

和經歷，我個人的意念、計畫和方法也天天被更新而成聖，更多經歷二十四小時的生活

現場裏蒙受聖靈的引導並結出許多內在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外在的果子也自然結出來（遇見  傳福音  門徒  地極：

建立國度） 

 

伍、結論  決斷以神的話、應許來除去「耳邊風」痼疾 

 

1) 誰都不願耳邊風，卻沒有能力拒絕；這是撒但 大的詭計。 

2) 神兒女在救恩的起跑點是相同的，因為得救是本乎恩。 

3) 成聖(生命更新)的快慢關乎你所得冠冕(果子)的多寡(成正比)，而成聖的程度卻與耳邊

風成反比。信主年歲長不一定比剛信主的人多成聖，以利祭司長不比童子撒母耳單純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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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神的聲音。 

4) 神已為我們預備了一切(包括除去耳邊風的權柄)，只要有心願意順服神的話，必能借著

主的大能大力勝過撒但的詭計。 

5) 在新約福音書中，主曾經八次語重心長地對門徒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有

耳可聽的、就應當聽。」但願我們每一位都決斷以神的話、應許來根除耳邊風痼疾，成

為 聽主話的神兒女。 

 

現在，請各位將眼睛閉上，安靜心，好好思想底下幾個問題： 

 

禱告題目： 

 

○1 反省自己，是否有「耳邊風」的痼疾？有多嚴重？ 

 

○2 試想：從小至今的經歷中，有多少因「耳邊風」而吃大虧？對「耳邊風」咬牙切齒、深惡

痛絕的程度有多深？ 

 

○3 試想：如果自我來到基督生命堂這幾年不「耳邊風」，現在的景況會如何？ 

 

○4 你如何決斷、用何方法來對付「耳邊風」，將它徹底從你生命、生活中斬草除根，全然更

新，來享受神所賜的一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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