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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行高處 

 

經文：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

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

行在高處。《哈巴谷書 3:17-19》 
 
穩行高處：兩個狀態的形容詞，「穩」、「高」；一個動詞，「行」；今天要探討

它對神兒女的重要性。 
 
穩：安穩、穩妥、高枕無憂  

由四川大地震談起，地震專家們歸結出 重要因素是建築物的不夠穩

定–抗震指數過低所致，有些在施工時就加強抗震、耐震設計的房子，

縱使遇到如此強震，不但安然無恙，還拯救許多生命；建築物如此，何

況是人呢！當今在世，每個人都期盼、追求過著穩妥、講求安全、沒有

風險的日子，羨慕過平穩、舒適、安全、高枕無憂的生活，每個人理想

平穩生活的目標或有不同，但五子登科的美夢卻是大家共同追遂的；然

而事實是：我們卻經常處在極不穩定的環境裡面；往往生活在週圍的

人、事、物，週遭環境的陰影下、旁人的眼光、言語來掌控情緒的波動，

稍有風吹草動就緊張兮兮、食不能進、夜不能眠，因為心中沒有主，一

旦事到臨頭就六神無主，像溺水者一般，急忙地在週圍抓一根不可靠的

救命稻草，實在可憐；外邦人屬靈的光景是死的，是在「不認識神、不

認識自己、不認識世界」的狀態裡，被自己的罪性、世界的風俗、邪靈

的捆綁下，過奴隸的生活；終日在徬徨、憂慮、內疚、苦毒、野心、忌

妒、爭競、矛盾、比較、創傷、扭曲、浪費、混亂、漂泊、壓抑、不安、

恐懼、匱乏的籠罩下，在痛苦不堪中渡其一生，是理所當然、可以理解，

這就是咒詛；也有許多未信主的人一生享受無災無病、無憂無慮、事

業順利、夫婦恩愛、家庭美滿、功成名就、兒女有成、天天歡喜快樂而

不認識神、沒意識到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與永生絕緣、無份於屬天的

祝福卻是更大的咒詛。奇蹟中的奇蹟是已擁有天上、地上、永遠祝福的

神兒女們也照樣在動蕩不安的情緒下渡過每天的日子；常在聚會時非常

蒙恩、唱詩時高舉雙手唱哈利路亞讚美主、禱告時阿們連連、聽道時謙

卑柔軟，一但走出教堂、回家後就還我本像，許多父母常把在教會及居

家的兩面人在孩子面前表露無遺；在《以弗所書 6:13-14》屬靈爭戰…

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所以，我們該要檢驗屬靈的抗

震指數有多少，又如何能讓我們脫離這種不穩定的景況，無論發生任何

事情均能達到穩若泰山、八風吹不動的地步，這是作為基督門徒的首要

挑戰。 

 

屬靈抗震指數過低諸因素： 

一、 真道根基脆弱：在《哥林多前書 16:13》你們務要儆醒、在真道上

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務要熟悉真理才能站立得穩，真

理就是神的話，人不能靠自己知道甚麼，失去了神的話的同時，人

就陷入混沌黑暗裡，擁有、領受而活用的人就有絕對的生命、思想、

語言和行為，活用神的話多少，生命中神的能力和祝福就有多少，

透過神的話能認識有關天上、地上的事，也會認識有關天使、撒但

的奧秘，如此方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過得勝有餘的生活；在真

理上不能站立得穩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沒聽過、不記得、不理解、

認知錯誤、沒連結確認、不順從，神的子民必要活在神的話、「默

想」和「應用」、察驗並確認祂如何成全，方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

代站立得穩、作神無瑕疵的兒女；當我們對神的話不夠熟練、不紮

實、根基不穩、只是死知識、不能活用時，就讓撒但有機可乘來攻

擊、打敗我們；所以我們要在主真道的磐石上牢牢站穩，仇敵就無

法打倒我們。 

二、 仍受軛的挾制：在《加拉太書 5:1》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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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仍然法利賽式的

死守規條，《哥羅西書 2:20》「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

小學、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

等類的規條呢。」；甚至在原有規條上軛上加軛、離棄真道的惡劣

行徑，所以，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23:13-36；路加福音 11:42-52》

狠狠地責備這些法利賽人將有致命的七禍來臨，神所愛的兒女們應

隨時引以為誡。 

三、 自義論斷他人：當你以食指指責他人時，有四個指頭指向自己，

在《馬太福音 7:2-5》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

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為甚麼看見你弟

兄眼中有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

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剌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

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纔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剌。在《路

加福音 6:37》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在《羅馬書 2:1》你這

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

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在《馬太福音 26:33》彼得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

不跌倒；《哥林多前書 10:12》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

免得跌倒；面對跌倒的弟兄非用自義、論斷、定罪、指責、審判的

角度，而要以基督挽回的愛以待之。今天教會許多問題的源頭是個

人均隱藏自我的軟弱、放大他人的失敗及過錯、缺乏不卑不亢的眼

光所致。 

四、 環境免疫性差：在《雅各書 1:6-8》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

波浪、被風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裡得甚麼，心懷二

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靈命毫不穩固的人、

弱不經風、搖搖晃晃、七上八下，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吹動翻騰，

一個不成熟的靈命對週圍人、事、物的反應卻極其強烈、敏感，太

輕易受到影響；同樣的狂風吹襲，在大海深海處卻是極其安穩平

靜，絲毫不受影響，再大風浪仍能穩如泰山。今天，我們不單關心、

面臨來自四方愈來愈大的環境、生活壓力與沖擊，更要關心下一代

要面對這世界、社會上激增的環境壓力、沖擊與挑戰，仇敵及邪惡

勢力的攻擊愈來愈凶猛，像透明的獅子一樣向我們撲過來，我們卻

渾然不知；在《馬太福音 17:26-29》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的日子

也要怎樣。那時候的人又喫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人又喫又喝、又

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到羅得出所多瑪的那日、就有火與硫磺

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在這樣邪惡、變亂的世代，這些

危險都在不知不覺中就臨到我們中間，我們豈能不加倍儆醒，為自

己及下一代更迫切地撐開禱告的保護傘。 

五、 信仰急功近利：在《提摩太後書 3:1-5》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

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

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

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

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

開。屬靈生命是馬拉松式的長跑，是須一生持續追求成長，它與基

督在我裡面長成之身量成正比；然而，今天許多人對信仰的追求太

重視自我的感覺、個人的得著、他人的接納、別人的稱讚等自我的

需求為中心；切莫抄屬靈捷徑，要在主裡順從聖靈、寶血在我裡面

動工，好叫神的各樣性情點滴紮實地活在我們裡面。這是基督門徒

的內功；很可惜許多基督徒只練外功，要求神賜予能分辦何為真

實、成熟、健康、永存之事、區別至寶與糞土的能力、分辨「絕對

和相對、重要和無價值、永遠和短暫」的眼光。在《腓利比書 3:7-8,12》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

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這不是說、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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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以得著我的。 

六、 易受撒但控告：撒但 厲害的詭計就是想盡辦法引誘我們犯罪，

再用我們所犯的罪來控告我們，對自己已得救贖的身份沒把握、不

清楚基督赦罪的大愛就中了魔鬼的技倆，在《彌迦書 7:19》祂必再

憐憫我們、將我們的罪孽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

在《哥羅西書 2:13-14》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

一同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

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在《約翰一書 1: 9》我們若認自己

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在《耶利米書 3: 12，14，22》神對祂兒女發出三個呼召：

背道的以色列阿、回來罷，我必不怒目看你們，因為我是慈愛的、

我必不永遠存怒，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阿、

回來罷，因為我作你們的丈夫，…你們這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

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今天，神仍然時刻向我們發出這三個愛與

饒恕的呼召，所以若偶被過犯所勝，應立刻到神祭壇前悔改認罪，

並大膽地向撒但宣告我們的主沒白死、寶血沒白流、十架有功效，

撒但便無法再轄制我們。 

七、 禱告生活糊塗：禱告生活糊塗很容易被撒但矇蔽我們的眼光；撒

但的 終目的在於叫人不認識神，不能享受神；牠以各樣詭計、設

下層層關卡、無所不用其極來奪取、阻撓神的應許和祝福；不讓人

遇見神；不讓人與神交通；不讓人得能力；不讓人結果子；不讓人

傳福音；不讓人培養門徒。牠透過一些通道來攻擊神兒女：人的無

知、不信、血氣和惡性體質；旁人的言語和行為；周圍的環境和條

件；世界的宗教、學問、文化、風俗；事情發生、進展、期待、應

允的過程；求神賜下能力，將這些聖徒生命、生活的破口牢牢堵住、

不讓撒但越雷池一步，並重整我們破碎的生命，仔細地拔出、拆毀、

毀壞、傾覆、苦害、更留意地建立、栽植《耶利米書 31: 28》；當

神的靈進入我們如骸骨的生命、原來枯乾分散的骸骨便要活過來、

站起來、成為耶和華極大的軍隊《以西結書 37: 10》。正確的禱告

是要打開靈眼，瞭解靈界的奧秘與禱告時會發生的事，確認與神之

間的父子關係，建立在神所應許的根基上，將五大應許具體化、行

動化，就是看見同在、發現引導、享受應允、支取能力、得著獎賞；

透過確認、察驗、順從、交託、期待來體貼、明白神心意。 

 

高處：高台、高峰 

每個人都盼望身居高處、位居高官、就擁有登高一呼的權柄與能力，但

有時難免有「高處不勝寒」的感慨及「爬得愈高、摔得愈重」的危險。

我們第二個挑戰是如何能脫離那屬地、低下、屬肉、嬰孩般的生活，

達於屬靈高原；神給我們是高貴的、超越的、像鷹一般翱翔於高空的

生命；我們的生命是為「榮耀神而造」、「大蒙眷愛」、「蒙受祝福」、「祝

福萬民」而造，神看我們為至寶至尊，祂要我們過豐盛、有意義的生

命；理應時常享受神所訂高標準的生命；然而，在《哥林多前書 3:1-2》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們說：「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

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裡為嬰孩的。我是用奶餵

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喫、就是如今還是不能」，他

們在靈命上毫無長進、停滯不前；並非在這地上沒有試探，我們時刻

處在試探之中，所以主在教導我們的禱告中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英文聖經說：不讓我們陷入試探(lead me not into temptation)，求主保

守我們避免試探、不陷入試探，俗語說：「你不能阻止鳥飛過你上頭，

但卻可以不讓牠在你頭上築窩」；試探會臨到我們，但它會不會打倒

我們、讓我們進入試探卻在於我；在《詩篇 51:5，58:3》「我是在罪

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世人一出母胎、就與神

疏遠，一離母腹、便走錯路、說謊話」；這就是我們那犯罪、墮落生

命的的本質、天性，我們是生在罪中、長在罪中；在《雅各書 1:14-15》

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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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人內在的私慾、罪性與外在仇敵的

試探裡應外合為撒但打開城門、讓牠有了控告我們的把柄；如果只有

外部試探，內部私慾不反應，尚不成為罪；反之，若有私慾而無試探

環境，也僅止於肉體罪念、思想；但當這兩者擺在一道就生出罪，罪

既長成、就生出死，一句國內的順口溜說：人人不作官、作官都一般；

不是誰較清高，而是未有犯罪的環境。所以我們要禱告，一方面求神

來對付我們的肉體，以主耶穌十架的生命替代我們敗壞的本性，讓我

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更多基督馨香之氣從我散發、湧流出來；另

方面我們也迫切為我們所處的環境禱告，為我們配偶、親朋的七現場

禱告，為我們每天眼睛、耳朵所看、所接收的信息禱告，不讓這些試

探與私慾牽配合，生出罪而導致死亡；否則我們會經常落在低下、污

穢、停滯的屬靈生命光景中，與我們所得的恩差距太大，這是神 不

願意見的，在《以弗所書 4: 1》「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

恩相稱」。 

身居高處是人所盼望，然而在主裡的高處絕不是、也不能用世俗、人為

的思想、手段、方法爭取得來，那些自以為有幾把刷子的人所作的就

像《耶利米書 2: 13》描述一般，所作的是離棄神那活水的泉源、為

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在《約伯記 1: 21》賞賜的

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在《詩篇 127: 1》若不是耶和華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

然儆醒。在《撒母耳記上 2: 30》因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視

我的、他必被輕視。在《約翰福音 12:26》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

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

重他。蒙恩的神民們 高的指導原則是看重神所看重那得生命、得能

力、得基業的事，也就是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在《提摩太前書

4:8》為我們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操練敬虔的投資報酬率

高，囊括今生和來生的應許。要如《羅馬書 12:2》所說：「不要效法

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當我們隨時體貼、察驗那讓人升為高、降為卑的神心

意，摒棄人為、換成神為、勿須強求、單純順服，《約伯記 5: 11》祂

必將卑微的安置在高處、將哀痛的舉到穩妥之地；在《路加福音 14:11》

主耶穌說：「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這是「穩行

高處」的不二法門。 

 

行：成長、道成肉身透過我的生命活出來 

第三個挑戰是「穩行高處」中的「行」，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方面是否

持續進步、增長、向前行；俗語說：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們不能光

說不練；在「改變生命的教學」這本書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話：「當何

時停止成長，你就要停止當老師」；每個主的門徒都是老師，應隨時

預備好將得救的好消息教給週圍尚處於困苦流離的人們，這是主賦于

我們的神聖使命；何時我們在主面前停止長進，就該停下來好好面對

這個問題；在《路加福音 2:52》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

的心、都一齊增長，這是全方位、有方向性成長的生命。第二方面談

到「道成肉身」，神的生命、真理、救恩不只被我們傳揚，更是要能

透過我們的生命活出來，從我們的生命看見我們所傳的，我們每個人

都要成為 漂亮的活福音單張，在《哥林多後書 3: 2-3》保羅說：你

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裡、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你們

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

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無論到何處，讓人從我

們身上讀到主耶穌的救恩、基督真實的大愛、主改變的大能、每個人

均為愛的標本、耶穌基督的見証人；讓人因主的大能「哀哭變為跳舞、

脫去麻衣、披上喜樂」地宣告「悲哀的日子完畢了」；初代教會使徒

們說：「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

證」《使徒行傳 5:32》就是指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事，我們也要成為基

督讓我們活過來的見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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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品質要能經得起考驗，在撒種比喻中：同一撒種者將相同種子

撒在四種不同的土壤，出來的結果完全不同；主將真理、生命的道撒

在每個人心中，能否順利、穩健成長的關鍵在於落在何種心田裡，《馬

可福音 4:15-19》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但立刻來、把撒

在他心裡的道奪了去。那撒在石頭地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

領受，但他心裡沒有根、不過是暫時的、及至為道遭了患難、或是受

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路加福音 8:12-15》…那落在荊棘裡的、就

是人聽了道、走開以後、被今生的思慮錢財宴樂擠住了、便結不出成

熟的子粒來。很多時候，領受信息時非常感動、感恩、句句都是阿們，

甚至痛哭流涕，但信息沒有真正生根，我們裡面的生命尚有許多東西

還沒對付，有堅硬的石頭堵住了，再也下不去，有些是真的長了，卻

與荊棘同長，被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各樣私慾擠住了，結不出

成熟的子粒來，並非主的道沒落腳處，也非主的道沒增長，卻被荊棘

擠住，結不出成熟的子粒，仍然不能被主收入倉裡，實在可惜；這是

絕大多數基督門徒的寫照，可悲矣。「道成肉身」是我們基督徒生命、

使命的 大考驗及見証，也是仇敵 懼怕的事；主耶穌受試探時，撒

但百般試圖以「神兒子」超越的地位來試探主，但主每次卻以「肉身–

人的地位」來應對，祂知道、體貼我們「為人」的軟弱，只是沒有犯

罪，故而能「道成肉身」為我們代贖，這是撒但 懼怕的；因為此中

包含捨己、順服，而撒但的本質就是不順服、高抬自我；所以我們要

讓道成為肉身，在我生命中彰顯出來，必要透過十字架、捨己、流血

的祭、順服以致於死的愛，這正是撒但 缺乏的屬性。 

「穩」、「高」、「行」的生命考驗及榮耀的使命應該落實在每日平凡的生

活細節中，不單流於口說，乃是使它活過來成為見証主的佳美腳蹤；

我們常有各種決斷心志，它有如撒下的種子，惟有結出成熟的子粒，

屬靈生命方能「穩行高處」，將歸榮耀給神。讓我們穩踏救恩的磐石、

與主關係穩定成長、靠主隨時站立得穩，以結出成熟的子粒。在《腓

立比書 4:11-13，19》保羅的宣告：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

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

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

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他是掌握了真正「穩

行高處」的秘訣。 

 

結出成熟子粒之道–宣教概況報告及 36 課架構、成效、見証、異象 

聖經所提三件事：即遇見神得重生(1-10)、與神相交得能力(11-15)、與神

同行結果子(16-20)； 

在教會多年，往往聽許多道，卻失去 重要的根基；連天父、撒但、自

已都搞不清楚；空有許多有關聖經的知識及大道理，變成屬靈大頭症

來論斷人，猶如空中樓閣，慢慢的宗教化、形式化；一個人若沒有重

生的確据其禱告必是宗教化祈福式的禱告。 

重生(換心)是一切的根基；沒有遇見神，在死的靈光景中一切的努力全是

死的，必要先活過來–讓神的能力進入我們的生命，讀經、禱告才有

意義。 

衡量一個教會是否興旺不在於人數、奉獻， 重要的是在會友中有重生

的確据有多少，有了重生的確据其禱告才有意義，也自然會愛神、愛

人，事奉神、事奉人。當然我們不能以人的軟弱行為來判定這人是否

重生，因為重生完全是神作為；但並非信主很久的人就清楚重生，山

東大復興從一長老開始，遇見神、一切都步上信仰的正軌。 
36 課是神賜給我們穩踏救恩的磐石、與主關係穩定成長、靠主隨時站立

得穩的極佳教材，經過多年廣泛的實驗，看見許多証据，也產生美好

的見証：18 年吸毒者、失婚痛苦者、憂鬱症、呼天搶地到歡天喜地、… 

現況、目標、異象–同工的辛勞絕沒白費，有如雨後春筍般長出來，看

見蒙恩信息帶來的能力及果效 

台灣：有許多教會採用 36 課(超過 10 個以上小組)、創世記、兒童天

地作為教材。 

大陸：廣州、山東、北京、大連、瀋陽、鞍山、長春；今後加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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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庭教會往三自教會推展；訓練教材影音媒體的製作及推

展。 

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與中國事工的連結、搭配。 

 

 

禱告題目： 

1. 你期望過平穩、安舒的日子嗎？標準為何？聽完此信息後對你的想

法、眼光有何改變？ 

2. 給你自己的屬靈抗震指數評估一下，是否滿意？信息中列出的因素有

那些正是你要更新的？你如何禱告決斷與神配合、求神賜下更新的能

力？ 

3. 在你「道成肉身」的過程中，有否被荊棘擠住的慘痛經歷？你的荊棘

是什麼？你如何從中脫離出來？你所結的子粒成熟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