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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4/2021 主日信息：作貴重的器皿 - 王諾亞 弟兄】 

經文：提後 2:19-26, 箴言 4:23, 箴言 23:26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弟兄姐妹一起來學習主的話。今天我特別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

是提摩太后書，第二章第 19节到 26節。 

 

我主要要交通的題目是：「作貴重的器皿」我們知道保羅在寫提摩太后書的時候，是他差不多要

殉道的時候。所以這可以說是他的臨別贈言，我們知道一個人即將要離開這個世間，他所要說的

話必定是非常重要的話。所以我盼望我們都一起來學習，保羅在末了的時候，他到底要說什麼

話。首先我想把提摩太后書第二章 19節到 26節念一遍，增加我們的印象。 

 

這裡特別提到：19「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這印記說：主 認識誰是他的人；又

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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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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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

平。23. 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 

24.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25. 用溫柔勸戒那

抵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

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一. 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保羅在即將殉道的時候，特別提醒提摩太，他講到在末後的日子，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今天我

們就已經來到了末後的日子，有許多危險的日子，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外面我們知道有很多

的天災。我們知道從去年開始到現在，這個瘟疫，這個新冠病毒，已經在全世界讓超過上億的人

感染，幾百萬人因著这个疫情失去了生命，这些是危险的日子。去年光是我們加州，就有许多的

火灾，是超过以往所有的。上個主日，我還特別跟德州休斯敦的那些弟兄姊妹有點交通，也知道

德州在最近也發生過大的風雪，幾乎是上百年來最厲害的風雪。許多的弟兄姊妹講到他們沒有

電、沒有水，甚至沒有食物可以吃。這幾乎是很難想象的，但是這些都是末後日子必然有的現

象。 

 

A. 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 

但是保羅更重要的提到，在末後的時候人要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

些師傅，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謬的言語。換句話說，不僅僅外面有很多危險的日子來到，更重

要的在神的家裡面，都可以感覺到這些問題的嚴重。因為人要厭煩純正的道理，人不喜歡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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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耳朵發癢，就是專門想要聽自己想要聽的道理，所以就有好多人專門講他們想要聽的道

理。這是在神的家裡面，他們掩耳不聽真道，就偏向荒謬的言語。這是在末後危險的日子，我們

可以看見的。 

 

B. 假先知假師傅的出現 

不僅如此， 保羅也提到在末後有許多的假先知、有許多的假師傅出現。這些事情都把神純正的道

理帶向異端，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讓人被攪擾，有很多的參雜進入了神的家裡面。 

 

C. 有敬虔的外貌沒有敬虔的實際 

不僅如此，保羅也提到在神的家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就是人要專顧自己，也就是人專門愛

自己、愛錢財、愛宴樂，但是不愛良善、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沒有敬虔實意。這個是保

羅所提到的在末後的日子要發生的事情。 

 

二. 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 

但是保羅講到這些的時候，他特別提醒提摩太，也特別提醒了我們，他說：雖然有這麼多好像很

敗壞的事情，不僅在世界上，甚至在神的家裡邊，但是他特別的告訴我們： 19「 然而，神堅固

的根基立住了」就是不管外面的風浪有多大，但是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 

 

A. 不因環境的險惡搖動 

我們知道根基是一個建築物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根基如果不穩，風浪一來以後這些建築物就會

倒塌。但是如果根基穩的話，雖然有風浪、有各樣的災禍，但是這個建築物不至搖動。所以，保

羅在這裡特別告訴我們，雖然外面有各樣危險的日子來到，甚至在神的家裡面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發生，但是「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記說」：這裡告訴我們為什麼神的根基能夠立住

呢？因為這裡有印記。什麼是印記？我們知道，當我們信主之後聖靈在我們裡面，就成為我們的

印記。在我們裡面做了印記，我們每一個人裡面都有印記， 

 

B. 主認識屬祂的人 

而且這印記告訴我們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上面有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祂的人」，我們是屬

於主的人，別人可能不認識我們，但是我們的主認識我們，我們是屬祂的人，祂必付我們一切的

責任，祂必保守我們一直到路終。這是印記所說的第一件事情，「我們是屬祂的人」。所以感謝

主！印記在我們裡面、聖靈在我們裡面永遠不會離開我們。我們會讓聖靈擔憂、我們會消滅聖靈

的感動，但是聖靈在我們裡面做印記，要保守我們一直到我們要見主的日子。所以，這個印記首

先告訴我們說，「主認識誰是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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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 

但是不僅如此，這裡又接著告訴我們：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義」。我們今天都

是稱呼主名的人，聖靈在我們裡面，會提醒我們、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是不義的事情，什麼事情

是不討神喜悅的事情。所以，這個印記在我們裡面有告訴我們「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

義」。所以我們需要常常的有裡面的操練，就是屬靈的操練。常常操練來跟隨聖靈、常常學習住

在主裡面，與主交通、與主聯合，不消滅聖靈的感動，不讓聖靈擔憂。如果我們常常能夠操練與

主的交通、親近主的話，聖靈在我們裡面會常常提醒我們，恩膏的教訓要在凡事上教導我們，所

以這裡所提到的不僅僅是頭腦的知識；知識沒有力量，知識反而常常叫我們自高自大。但是藉著

屬靈的操練，我們對於聖靈的認識，不再是頭腦的知識，而是在生命中、在經歷中，我們有認

識。這個認識能夠帶給我們能力，能夠讓我們明白什麼是不義的事情，不討神喜悅的事情。更重

要的，使我們有力量拒絕這些不義的事情，拒絕這些不討神喜悅的事情。 

 

三. 作貴重的器皿 

所以保羅講到這裡的時候，他接下來繼續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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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保羅在寫提摩太前書的時候，那時候教會的光

景還非常的正常，所以保羅稱教會還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當保羅在寫提摩太

后書的時候，教會已經開始受到外面的一些影響；世界的影響，假先知、假師傅的影響，成了大

戶人家。本來教會在神的眼中是小群，主耶穌曾經說過「你們這小群不要怕，你們的父樂意把祂

的國賜給你們」，但是現在教會成了大戶人家。本來教會是像芥菜種，雖然小，但是滿了生命，

而且很快它就成熟、就被收割。但是我們知道芥菜種慢慢就變成大樹，而且有飛鳥就是仇敵住在

其中，這是教會末後的光景。教會原本就像婦人的三斗面是非常純淨的，但是後來被人加上了

酵，結果整團發起來，就成了大戶人家。所以在大戶人家裡面，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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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自潔並脫離卑賤的事 

我們知道在大戶人家裡面，有金器跟銀器，這些都是貴重的器皿，但是也有一些卑賤的器皿，就

是木器跟瓦器。什麼是金器？什麼是銀器呢？我們知道在聖經裡面，「金子」特別是講到神的性

情、神的生命說的。「銀子」跟主的救贖有關。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的救贖的工作，聖靈要

住在我們身上。如果我們的生命被祂改變，如果我的生命能夠彰顯神的生命跟性情，如果我的生

命能夠彰顯聖靈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做在我們的身上，那我們這個人就是貴重的器

皿；就是金器、銀器。如果我們這個人信主多年，不願意把自己交給聖靈在我們身上來製作，我

們拒絕捨己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主，我們仍然保留我們天然的天性，屬肉體的這個生命，那我們就

是木器、瓦器。因為「木頭」是說到了人的天性，「瓦器」是說到人的工作，我們就成了卑賤的

器皿。 

所以弟兄姐妹，一個器皿到底是貴重的、還是卑賤的，跟它的功用不一定有關係。我們知道木

器、瓦器它的功用，可能比金器、銀器還多，因為我們常常用木器、瓦器，可能比用的金器、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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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還多。所以我們的工作、才能，並不代表我們是貴重的器皿。器皿貴不貴重，跟我們裡面承裝

的是什麼有關係。也許我們不一定有才幹，不一定有口才，不一定能夠好像為主做多少大的事

情。但是如果我們裡面的生命，所彰顯的乃是像金器、銀器，來彰顯神的生命跟性情，彰顯聖靈

在我們裡面所完成、所做的基督救贖的工作在我們的身上，除去我們的舊造，彰顯新的生命，那

個新造在我們身上，那我們就是貴重的器皿。所以同樣兩個人，可能他們做的工作一樣，但是一

個是貴重的器皿，一個是卑賤的器皿。同樣兩個人在講道，甚至可能講一樣的道，但是一個人在

神的眼中，可能是貴重的器皿，另外一個人，可能就是卑賤的器皿，就像主耶穌自己講的，到那

一天有很多人來到主面前說：主啊，我們為禰傳道、趕鬼、行異能，這些都是很偉大的工作，照

理說他們等候主來稱贊他們，但主說：你們是作惡的人，我不認識你們，我不稱贊你們。 

 

所以弟兄姊妹，同樣的工作，器皿仍然是不一樣，一個傳道的工作，跟一個管飯食的工作，在神

的眼中同樣的尊貴。問題是我們的器皿到底是貴重的器皿，還是卑賤的器皿。不在乎我們有多少

的知識、不在乎我們有多少的口才、不在乎我們有多少的學問、不在乎我們的地位。一個器皿到

底是貴重的、還是卑賤的，跟他裡面承裝的這個生命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保羅接下來就講到：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做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所

以在這裡給我們看見，到底是貴重的器皿還是卑賤的器皿，是我們自己的責任，是我們自己的揀

選，如果我們不甘心做一個卑賤的器皿，我們願意做一個貴重的器皿，我們就要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也就是脫離不義的事情、不討神喜悅的事情，所以這是我們的責任。在神的心目中，所有 神

的兒女都應當是貴重的器皿，不應當是卑賤的器皿。 

但是，到底是貴重的器皿、還是卑賤的器皿，這是我們自己的揀選，我們自己必須要負責任。在

這裡特別告訴我們，「人若自潔」，這是我們的責任，如果你要自潔，如果你要脫離卑賤的事，

脫離不義的事，脫離神不喜悅的事情，你就必做貴重的器皿。這個決定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就能

夠成為聖潔，換句話說，我們就從一切出於天然的、出於肉體的、出於世界的分別出來，單單歸

給神來用，就能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所以一個最貴重的器皿，能夠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不一定人要用你，被人使用的也不一定是貴重的器皿，但是可以為主所用，主喜悅用這樣的

器皿，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就可以按著神的心意做神喜悅的事情。所以在這裡給我們看見，我們

的責任非常的重要，因為在神的心目中，祂盼望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家裡面都是貴重的

器皿，都能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主所喜悅的事情，預備行合神心意的事情。 

 

B. 逃避少年的私慾 

但是怎麼實際上能夠操作來做一個貴重的器皿呢？如果我們盼望自己怎麼做一個貴重的器皿，我

們當怎麼做呢？所以保羅接下來告訴我們：有消極方面我們應當怎麼做？在積極的方面我們又應

當怎麼做？在消極方面他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這是消極方面，你要逃避。積極方面

呢？你要追求。我們知道保羅在寫提摩太后書的時候，可能已經 60幾歲了，提摩太也可能已經

40歲，甚至 40多歲了，所以提摩太應該不是個少年人了，但是保羅在這裡勸他，你要逃避少年

的私慾，所以這個跟年紀沒有關係。我們也許已經不是少年了，但是我們仍然可能有少年的私慾

在我們身上，所以你要逃避。那什麼是少年的私慾呢？我們知道少年人是說到生命還不成熟的

人，生命還不成熟，就有少年的私慾。也許我們的年紀已經不小了，我們已經不是少年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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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仍然可能有少年私慾。什麼是少年的私慾呢？一個少年人、一個生命不成熟的人，他的特點

是什麼呢？就是常常以自我為中心，盼望每一個人都能夠隨著我的意思而行。總是把自己的意思

看為最寶貴，喜歡紛爭、喜歡嫉妒、喜歡驕傲。弟兄姊妹這些都是一個不成熟的生命所表現出來

的。就好像一個嬰孩非常可愛，非常的直接，他肚子餓了他就是哭。他如果睡得不好，他也是在

那裡鬧，盼望每一個人圍著他轉。但是我們仍然覺得他很可愛，因為他生命還很幼小。但是如果

我們生命已經長大了、成熟了，我們還像嬰孩一樣，成了老嬰孩，那就不可愛了。 

 

所以，少年的私慾是說到我們這個人自私自利，自我做中心，自以為是，嫉妒、紛爭、驕傲。這

個保羅說要逃避，因為這些事情會常常來攪擾我們，抓住我們不放，就沒有逃避。每一次在環境

中當聖靈提醒我們，我們又落到自我中心、自以為是、看自己比別人強、驕傲、嫉妒、紛爭等等

的事情...... 當聖靈在我們裡面提醒我們的時候，聖靈告訴我們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

開不義」，要離開這些事情，這不討神喜悅的。這些少年的私慾你要逃避。 

 

我們知道在詩篇裡面有一句話，提到要我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當我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的時

候，我們才能夠穩行在高處。我們知道在聖經裡面特別提到這些母鹿，母鹿是非常敏感的，在一

片很大的草原裡面，有一點風吹草動，它都知道那些要獵殺它的這些獵物，慢慢在靠近它的時

候，有一點點風吹草它動拔腿就跑。所以我們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就要像這個母鹿的蹄一樣，一

發現裡面聖靈對我們有提醒，趕快離開這個光景。放下自己、捨棄自己，呼求主名來拯救我們，

我們才能穩行在高處。所以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要做一個貴重的器皿，如果我們裡面

的生命要承裝金器、銀器，出於神的生命跟性情，當我們裡面老舊的生命肉體出現的時候，當聖

靈在這裡提醒我們要離開這些的時候呢，我們要像母鹿的蹄，我們要逃避這個少年私慾，馬上躲

開了。當我們的心思一開始有要嫉妒、有要批評、有要紛爭的時候，要說一些不得體的話的時

候，聖靈一提醒我們，我們馬上就要逃避這個少年私慾。這些消極方面，積極方面保羅在這裡提

醒我們的。 

 

C. 與清心禱告主的人一同追求 

這裡特別提到：「清心的人」  我們需要與清心的人在一起。什麼是清心的人呢？清心就是純潔

的心，就是沒有參雜的。就是我們裡面的心是單單的要主自己，不是要主之外的任何的事物。所

以聖經告訴我們：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見神！所以清心的人，他們能夠見神。當然我們知

道，聖經上也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人見過神，只有在祂父懷裡的獨生子把祂表明出。所以清心的

人能夠見神，意思是說呢，一個心真的向著主，非常純潔，沒有任何參雜，單單要主、單單追求

主自己的這個人呢，他能夠看見神的心。意思就是他看見神的心意，知道神要什麼東西，神的旨

意是什麼，他是追求神的心意，他願意做一個合神心意的人，這是一個清心的人，我們要與這樣

的人一同追求。如果我們是一個參雜的人，當我們與清心的人一同追求的時候，因著人這麼的愛

主，他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他的神。他的心完全是向著神的時候呢，我們與他一同追

求我們也會改變。所以我們如果要做貴重的器皿，消極方面，你要「逃避這少年的私慾」。但是

積極方面呢，「要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不僅是清心，而且是「禱告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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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禱告主的人，是一個不信任自己的人。一個禱告主的人，他是專心依靠主的人，他是知道

「離了主他什麼也不能做」，這是一個禱告的人。很多時候我們不是一個禱告的人，因為我們一

面禱告一面依靠主，一面我們依靠自己的辦法、自己的才幹，這不是禱告的人。一個禱告的人知

道離了主他什麼都不能做，他不再信靠自己，他單單的來仰望神，所以這是一個禱告的人。所以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貴重的器皿，我們需要與清心禱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換句話說，個人的追求

很寶貴，我們需要學習來親近主，與主交通、與主聯合，住在主裡面，這個是很寶貴的。但是弟

兄姊妹，我們也需要與清心禱告的人一同來追求、團體的追求，這個追求非常的重要。所以聖經

提醒我們不要停止聚會，免得那些停止慣了的要彼此勸勉。當我們與清心禱告的人一同追求的時

候，我們就可以彼此勸勉、彼此被調整。我們一個人追求，不與別人在一起追求，可能很方便，

但一個人追求常常會走偏了路，因為我們乃是基督身體裡面的一個肢體。我們一個肢體不能離開

我們的主，離開教會的頭，但是肢體也不能離開其他的肢體。如果我們離開其他的肢體，我們就

不能夠盡我們的功用。所以要做一個貴重的器皿，在積極方面要與清心禱告主的人一同追求。追

求什麼呢？不是追求聖經的知識而已，聖經的道理而已，乃是「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

平」。換句話說，這些都是「基督的性格」，我們要讓基督的性格在我們身上被建立起來。 

 

這裡講到的「公義」，不是「自義」，很多時候我們追求公義，慢慢地我們變成的「自義」，我

們看自己比別人強，但是我們知道人的義，在神的眼中好像破爛的衣服。法利賽人跟文士他們的

「義」是「自義」，所以，主耶穌說：你們的義如果不能夠勝過文士跟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

天國。所以對我們來說是「追求公義」，我們知道我們原來信主的時候，我們就好像浪子回到父

家一樣。父親把那個上好的袍子給我們披上。那是我們的主，主耶穌做我們的義。我們靠著主耶

穌的義，我們坦然無懼的來到神的面前。但是這裡的追求是更進一步，乃是「聖徒所行的義」。

我們讀啓示錄十九章的時候，那些將來能夠跟主一同進國度、能夠參加羔羊婚宴的人，乃是穿著

「光明潔白的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當我們不斷地親近主，追求主，把自己奉獻在主的

手中，讓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的時候，慢慢慢慢，我們也能夠活出基督在地上所活出那個公義的

生活。那不是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做的，乃是聖靈在我們身上做的，這個就是公義，這個就是

聖徒所行的義，這是我們所要追求的。 

 

我們所要追求的，還有就是「信德」，就是信心。我們知道，我們一信主的時候我們就有信心。

但是信心只是開始，從信以至於信，信心的結果、信心的結局，就是「魂的救恩」，就是我們這

個人魂蒙了拯救。當我們有了魂的救恩，我們才能豐豐富富進神的國。所以在希伯來書講到信心

的時候，他特別講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悅，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到神面前

來的必須信有神」，但事實上原文是說，我們每一個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神是」，什麼叫

「 信神是 」呢？就是祂所做的，祂所安排的一切環境在我們身上，祂都是對的。不管我們覺得

順境也好、逆境也好，我們覺得好也好、不好也好，祂都是對的，祂都是是的。所以到神面前

來，必須信神是，「也信祂那賞賜來尋求祂的人」。這是信心，這是我們要追求的。 

 



7 
 

然後是「仁愛」；這個仁愛是神的愛。神的愛，不但是叫我們愛好人，也愛歹人。因為神是降雨

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所以，祂要我們的愛能夠完全。能夠像天父的愛完全一樣，能夠為那逼

迫你的禱告，為你仇敵來禱告。能夠向主耶穌一樣喜愛公義，恨惡罪惡，這是神的愛。我們人的

愛很有限，神的愛是無限的。彼得在彼得后書特別講到，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

加上知識，有了知識，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虔敬，加上愛弟

兄愛眾人，這是愛！這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然後是「和平」：不僅我們需要與神和好，靠著主的血潔淨我們，把一切攔阻我們與神交通的除

去，與神和好。我們與自己和好，因著主的寶血洗淨我們的天良，洗淨我們一切的過犯，我們能

夠裡面沒有自責，我們也與別人和好。因為使人和睦的有福了，他們必成為神的兒子。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與清心禱告主的一同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把基督的性格組織在

我們裡面，這是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這個需要一方面逃避少年的私慾，一方面與清心禱告主

的人一同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四. 主的僕人不可爭競 

然後接下來告訴我們，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爭競的。 

 

A. 要棄絕愚拙無學問的辯論 

許多的人不認識主，許多的人認識主，但是認識的不完全。所以不明白保羅在前面所講到的，做

貴重的器皿，逃避少年的私慾，同清心禱告主的一同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他們不一定

知道，所以這樣的人呢，不需要去跟他們辯論，因為這些都是愚拙無學問的辯論，我們應當棄

絕。一個貴重的器皿，要棄絕這些，因為這些事兒只是起爭競的。 

一個貴重的器皿應當是什麼樣的呢？他說：然而，主的僕人不應該爭競。這裡的「僕人」在原文

是「奴僕」，奴僕跟僕人不一樣。今天我們如果在一個人家裡做幫忙的，我們是個僕人，但是我

們是上班八個小時，其它 16個小時，我們仍然屬於我們自己。但是這裡講到的奴僕卻不一樣，一

點自己的權利都沒有，主人在他身上有絕對的權力，這叫奴僕，我們是主的奴僕。我們是要做一

個貴重的器皿，我們需要要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主，主在我們身上有絕對的權柄，所以主的僕人不

可以爭競，因為主沒有叫我們爭競，我們不能爭競。我們只能藉著禱告，把這事交托給主，祂是

主，祂付我們一切的責任。 

 

B. 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所以我們不可爭競，反過來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學習

謙卑，在愛裡面服侍人。我們需要學習傾聽，然後我們才知道怎麼教導。我們需要忍耐，因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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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很容易能夠改變的。他說要用溫柔、勸誡那抵擋的人，所以我們需要向主一樣，有柔和謙卑

的態度。 

 

C. 或者 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他說「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所以這裡講到「或者神」， 所以改變人是我們做不到的，我們

連自己都改不了，我們需要聖靈來幫助我們改，何況我們要改變別人呢。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人，

但是改變人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所以我們需要代禱，當我們溫柔、勸戒抵擋的人，為他們禱告

的時候。「也許」說到這是神的主權，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當人謙卑下來，當人

把心轉向主的時候，我們的主是光，當他一轉過來的時候，被光一照，開始明白真道。「叫他們

這些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我們知道仇敵常常弄瞎了人的心眼兒，使人看不清真理。但是因

著人謙卑把心轉向主的時候，明白了真道，就能夠從仇敵的網羅裡面醒悟出來。可以脫離被仇敵

擄去的光景，能夠脫離仇敵的网羅，可以醒過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話很清楚告訴我們，

在神的家裡面，在末後的世代，神的家充滿了參雜，成了一個大戶人家。有金器、銀器，有木

器、瓦器，有貴重的、有卑賤的，但是在神的心目中，做貴重的器皿，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消極

方面，要逃避少年的私慾。積極方面，與清心禱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不是追求知識，是追求基督

的性格。 

最後，我要引用箴言的話，箴言在第四章第 23節特別告訴我們心的重要，他說：「你要保守你

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弟兄姐妹，我們這一生的結局、果效，跟

我們的心有絕對的關係。如果我們是一個清心的人，我們就能夠見神，就能夠明白神的心意，走

在正確的路上。如果我們的心不純，我們裡面就黑暗，我們裡面如果是黑暗，這黑暗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心很重要的，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 

 

但弟兄姐妹，我們怎能保守我們的心呢？知道我們沒有辦法保守，所以箴言二十三章 26節又告訴

我們，祂說：「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所以弟兄姐妹我們怎

樣保守我們的心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心交給我們的主，主能夠保守我們的心，一直到

見祂面的日子。但是弟兄姐妹主怎麼保守我們的心呢？主會在我們的環境上，安排我們的道路。

如果我們真的把我們的心交給主，如果我們真的把我們的心奉獻給主的話，我們的眼目就要喜悅

祂的道路。換句話說，一個真正把心奉獻給主的人，交托給主的人，他的眼睛一定要喜悅神給我

們安排一切的環境。不管這個環境，我們覺得好也好，不好也好；不管這個環境是順利也好，不

順利也好；如果我們的環境參雜也好，不參雜也好；神給我們安排周圍的人，也許在家裡面這些

人很麻煩；也許在工作場所，我們碰到不好的同事；也許在教會裡面碰到一些誤會我們的弟兄姐

妹；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記了，這些是神給安排的道路。如果我們真的把心歸給主了，我們的眼目

就要喜悅，神在環境上一切的安排。因為主是藉著環境的安排，來保守我們的心。當我們開始抱

怨我們的環境的時候，就說到一件事情，我們沒有把心交給主。如果我們真的把心交給主，我們

的眼目就會喜悅祂一切的道路。主就能保守我們，一直到見祂面的日子。我們能夠成為在祂眼中

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願主祝福我們每一位，讓我們每一位在主的眼中，都能夠成為祂家裡面那貴重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