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上帝是有感情的 / 福⾳音书中耶稣的情绪表达 
2. 上帝掌管⼈人的⼼心，⼈人却不不知道⾃自⼰己的⼼心 
3. ⼈人的理理智和情绪的关系

4. ⽤用⼼心感受上帝的话语，⽤用⼼心祷告


和上帝⼀一样，⼈人也是有感情的，有情绪的。但是，从古⾄至今，⼈人们⽐比较重视理理智、轻视情
绪。但是，圣经却道出和我们认识不不⼀一样的上帝，启示出不不⼀一样的⼈人的情感的真理理。圣经
⾥里里的所谓的“⼼心”就是指⼈人的情绪和理理智构成的整体，并⾮非只是指⼈人的情感。现代⼼心理理学研

究⼜又有哪些关于⼈人⼼心的发现？这些发现和启示对我们⼜又意味着什什么？⼜又将如何帮助我们认
识⾃自⼰己和上帝，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人和上帝的关系？这些⼜又将如何指引我们每
⽇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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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主⼯工作，或是与主同在？

路路10:38–42

38 他们⾛走路路的时候，耶稣进了了⼀一个村庄。有⼀一个⼥女女⼈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里。39 她有

⼀一个妹⼦子，名叫⻢马利利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40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里忙乱，就进
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留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不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41 耶
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42 但是不不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利亚已

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不能夺去的。”


⼀一、你为什什么要去教会？

耶稣所说的“不不可少的只有⼀一件”“上好的福分”是指什什么呢？是指祂的话语，或者是指与耶
稣同在，享受与耶稣桌上团契的时光？ 
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了你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为什什么要常常去教堂呢？在你
⼼心⽬目中教堂是什什么？是学习耶稣话语的地⽅方？与⼈人相聚的地⽅方？与主相聚的地⽅方？还是你
服事主的地⽅方？

这个故事⾥里里⻢马⼤大忙着服事耶稣。⻢马⼤大误以为⾃自⼰己是主，⽽而主是客。⻢马⼤大接待耶稣的⽅方式
是：服事耶稣。但是，⻢马利利亚却是先静下身⼼心，让⾃自⼰己先接受耶稣的服事。耶稣赞扬⻢马利利
亚的“享受主”。这告诉我们：耶稣喜悦⻢马利利亚热情接待耶稣的⽅方式——⽤用信⼼心接纳耶稣的
话语、享受耶稣借着话语服事我们、在身⼼心灵⾥里里接纳耶稣的同在。


⼆二、你为什什么要学习神学？

追求神学知识本身不不是我们学习神学的⽬目的。 
我们研究圣经不不只是为了了认识上帝。 
⾸首先，有限的我们⽆无法完全认识⽆无限上帝。圣经绝对不不是关于上帝完全的启示，充其量量只
是关于“我们罪⼈人如何在耶稣基督⾥里里得救？”这个问题的完全的启示。 
第⼆二，上帝创造我们⼈人不不同于上帝，并⾮非想要我们活着如同上帝活着⼀一般。所以，我们认
识上帝之后，却不不能认识⼈人⾃自⼰己，⼜又有什什么益处呢？

第三，我们可以读⼀一个⼈人的简历了了解他的经历，学习这个⼈人的知识，但是，我们却⽆无法通
过简历建⽴立和他的关系。学习简历可以帮助我们与这个⼈人建⽴立关系。学习简历本身不不是学
习简历的⽬目的，决定是否与此⼈人建⽴立关系，并正确建⽴立关系是我们学习简历的⽬目的。

神学知识就如同上帝的简历⼀一样。我们学习神学知识，帮助我们认识上帝。但是，学习神
学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正确地与上帝建⽴立关系。

第四，神学知识还有⼀一个⽬目的是：在我们认识上帝时，可以多点认识⼈人⾃自⼰己，并且让我们
知道应当如何和上帝相处，并知道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如何与⾃自然界相处。其实， 多的
时候，我们是和⾃自⼰己相处——独处。所以，更更重要的事情是，透过神学我们要学会如何与

⾃自⼰己相处。这是与上帝相处的前提。只有与⾃自⼰己的身⼼心灵相处之后，才能更更好地与上帝相
处，与他⼈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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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我们学习神学的⽬目的是与⾃自⼰己、与⼈人、与上帝相处。这种相处就是神学的应⽤用
之⼀一。所以，我以为所有的神学都是应⽤用神学（practical theology）。就如同我们学习
1+1=2这个知识，却不不知道这个知识要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这学习本身也是⽆无⽤用功。


三、我们怎样与⼈人、与上帝建⽴立关系？

与⾃自⼰己、与⼈人、与上帝相处是“关系”的问题。

⽽而关系是⼀一⻔门艺术，不不仅包括知识，⽽而且需要情感的交流。

唯有使⽤用⼼心灵，借着情感的交流才真正地建⽴立“关系”。书本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关
系”，但是，唯有去交流，才能建⽴立“关系”，越是交流，越知道如何建⽴立“关系”。

同理理，我们可以读圣经了了解上帝和⼈人的历史，知道许多关于上帝的知识。书本和神学的知
识可以辅助我们与上帝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却绝不不能⽤用知识代替情感真实的交流。头脑
也不不能代替⼼心灵。头脑⾥里里认识上帝——学习神学——不不是真实地与上帝建⽴立关系。头脑的
知识绝不不是情感的交流。关系的建⽴立和情感的交流必须⽤用到⼼心灵。

不不了了解认识知识和情感的区别，不不认识关系需要情感的交流，就不不能理理解为什什么要来参加
教会活动，就失去了了来教会的那“不不可少的⼀一件”——与上帝在情感上的交流、享受与主同
在、聆听主的话语——被主服事在先。 

⽽而服事主——即服事⼈人——却应当发⽣生在教会之后，在教会以外。许多⼈人都不不认识这点，
以⾄至于误以为在教会⾥里里服事完了了上帝之后，教会外的时间就是属于我们个⼈人私⼈人时间。这
就造成教会内外的鸿沟，造成了了教会内的伪君⼦子，教会外的顽固罪⼈人——反正去教会认罪
就好了了。

教会⾥里里许多活动，例例如：讲道、主⽇日学、⼩小组聚会，多是注重头脑的知识，却常常忽视⼼心
灵的情感，忽视了了⼼心灵的喂养。不不可否认，教会聚会是弟兄姐妹们间建⽴立关系过程中不不可
缺少的；但是，许多聚会忽视了了帮助上帝的⼉儿⼥女女们与上帝建⽴立关系。

当新教为了了否认中世纪教会的“好⾏行行为得救”的修道⽬目的，⽽而否认修道院“制度”时，错误
地否定修道“⽅方法”，从⽽而失去了了基督教会在过去⼀一千年年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失去了了
⼀一个与上帝建⽴立⼼心灵交流的宝贵⽅方法。虽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说：修道院制度只能满⾜足
少数⼈人潜⼼心与上帝神交的需要，⼴广⼤大的基督徒们从来就⽆无法从修道院制度中受益；但是，
现代的教会⾄至少可以从过去丰富的修道的传统经验中学习那“不不可少的⼀一件”——帮助⼴广⼤大

的基督徒们在⾃自⼰己繁忙的个⼈人⽣生活中学习与上帝神交。

这样也可以把上帝带到各⼈人的真实的⽣生命之中，带到个⼈人的家庭和职场⾥里里，顺境和逆境
⾥里里，烦躁和困难⾥里里，帮助基督徒们更更好地“处卑卑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
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腓4:12）。或许，保罗的秘诀就是——在服事主之
前，先接受主的服事，因为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力量量的，凡事都能做（腓4:13）。


讨论：

1. 您曾学习过哪些灵修的⽅方法？知道哪些与主神交的⽅方法？

2. 分享⼀一下，您⾃自⼰己与上帝相交的经历，和您的感受，得到什什么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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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情天 
⻢马太福⾳音26:36–46 
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里，等我到那边
去祷告。”37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便便对他
们说：“我⼼心⾥里里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里等候，和我⼀一同警醒。”39他就稍往前
⾛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行，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不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40来到⻔门徒那⾥里里，⻅见他们睡着了了，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
不不能同我警醒⽚片时吗？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了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
弱了了。”42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不能离开我，必要我喝喝，就愿你的意旨
成全。”43⼜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了，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44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了。第三次
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45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里，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
歇吧！时候到了了，⼈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里了了。46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近了了！” 

我们都知道⽗父上帝并没有答应祂⼉儿⼦子三次郑重的祷告。或许您也以为上帝是⽆无情的，特别
在⽗父上帝仿佛没有答应我们的祷告时。 
“天地不不仁，以万物为刍狗”出⾃自⽼老老⼦子所着的《道德经》第五章。⼀一般⼈人以为这话是说：
上帝并不不仁慈，只把万物当作草编的狗。联系上下⽂文，另⼀一种理理解更更接近⽼老老⼦子的意思：达
天地公平地看待万物，并不不偏待谁。 
您认为圣经启示的上帝是否有情？⼤大多数的⼈人都会说：明明圣经⾥里里写着上帝的情绪——上
帝是爱，上帝发怒怒，所以，上帝⼀一定是有感情的。 
先代教⽗父们和所有正统教派却提倡上帝的⽆无情论“impassibility”。他们认为：如果上帝有
情绪变化，那么，神性就会受到受到⾃自身、或与⼈人互动、与万物关系的左右，那么，上帝
就不不是完全的，因为祂会变化，也不不是完美的了了，因为完美者是不不会变化的。 
⼈人的经历，譬如：爱、喜乐、同情、恐惧、愤怒怒，都被称为情感（passions）。这个词
来⾃自拉丁⽂文的pati和希腊⽂文的pathos（感染⼒力力），意思是：受苦、顺服、经历、或忍受。
这些都是被动的动作。按照这个意思，所有的情绪都是有限的、在时间内的、可变化的状
态的受体。⽽而上帝是时间以外的、⽆无限的、主动者，所以，有了了⽆无情论。⽆无情论者以为上
帝拥有完全的主动权，不不会受制于⼈人，所以，⽆无情论保护了了上帝完全的主动，避免其受制
于⼈人。“我们的罪恶何其多，却不不影响上帝。祂也不不被这些的感动。我们的义也是如此。
借着 ‘⽆无情’上帝不不从我们得到任何好处。” 所以，某种程度上，翻译成“⽆无影响论”更更适合
这种理理论的⽬目的。 
⽆无影响论者⽤用上帝的性别帮助我们理理解：虽然，上帝没有性别，但是，上帝却决定使⽤用男
性来代表祂⾃自⼰己：⽗父亲、⼉儿⼦子、圣灵也是男“他”。上帝的形体也是同理理。上帝没有形体，
所以，上帝没有⼝口或者⼿手，但是，圣经却⽤用上帝的膀臂代表上帝的能⼒力力，⽤用上帝⿐鼻孔的烟
和祂⼝口中发⽕火焚烧（诗18:8）形容上帝的愤怒怒。我们的祷告也⼊入了了祂的⽿耳中（诗18:6）。
这些不不过是⽂文学表达的形式，但是，上帝的神性是没有形体，也没有烟⽕火的。同样的道
理理，⽆无影响论者也这样辩驳说：圣经⾥里里虽然描写上帝的情绪，但是，上帝的神性是没有情
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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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父上帝祈求三次却没有得到应允的事情却可以看到⽗父上
帝对我们这些罪⼈人有情有爱。正如圣经清楚地⻅见证：“上帝既不不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
众⼈人舍了了，岂不不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8:32）” ⽗父上帝（神性）爱我
们众⼈人，甚⾄至不不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拯救我们舍弃了了耶稣。⼜又在另外⼀一处⻅见证说：“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女（约壹3:1）。”这节也说明了了：⽗父上
帝的神性是有爱的。 
即使，我们借⼝口说：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认识上帝的神性，因为神性和⼈人性是如此截然不不
同。协同书也是这样定义的“神性是全能、永⽆无穷尽、⽆无所不不在、⾃自有永有、⽆无所不不知、
永远不不变成⼈人性；⼈人性是⾁肉体的存在、有限、受苦受死（情感的变化）、有饥饿冷热等感
觉”。 
因为这些不不同，所以，上帝不不要求我们直接窥探神性，却是把祂⾃自⼰己借着⼀一位中间⼈人表现
出来了了：“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里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1:18）”。所以，
我们只要凡事都借着⽗父的独⽣生⼦子——耶稣，从这位成了了⼈人的上帝的清楚的⼈人性，我们清楚
地理理解不不可⻅见、不不可想像的上帝的神性。难怪，⻢马丁路路德说：“除了了童贞⼥女女怀中的耶稣，
我并不不认识什什么上帝”。 
所以，我们不不应⽤用飘渺⽆无根的哲学思辨去思考远超我们⼈人类智慧的神性，⽽而应当借着耶稣
去理理解上帝，因为这真是上帝把耶稣启示出来的⽬目的，要我们借着耶稣认识上帝，借着耶
稣亲近上帝，借着耶稣与上帝同在，因为耶稣就是“以⻢马内利利——上帝与⼈人同在真神真
⼈人” 

我们⼈人性⽆无法理理解神性，那么，圣经指示我们理理解神性的⽅方法：上帝（⽗父）既在古时借着
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列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儿⼦子）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来
1:1–3）。这个⽅方法就是借着上帝的⼉儿⼦子理理解上帝神性，因为耶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光
辉是显给我们⼈人看的。⽽而上帝本体就是指上帝本性——神性。神性的真相全体现在耶稣身
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唯有借着观看耶稣，就可以看到上帝神性的显明的真相！ 
那么，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什什么真相呢？ 
⼀一、爱： 
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
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不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
督耶稣⾥里里的（罗8:38–39）。 
⼆二、圣洁 / 信实：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不出他有什什么罪来。”（约19:6） 
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里⾯面成为上帝的义。（林林后5:21）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不是，就说不不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5:37） 
三、情绪：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里焦急，如同⽕火烧。”（约2:17） 
四、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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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里悲叹，⼜又甚忧愁，便便说：“你们把
他安放在哪⾥里里？”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了。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
何等恳切。”（约11:33–36） 
五、恼怒怒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便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怒，对⻔门徒
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里来，不不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可
10:13–14） 
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怒说：“不不是有你的哥
哥利利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里就欢喜。（出
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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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心⼈人 
上帝借着祂的⼉儿⼦子耶稣体现出祂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可以理理解的情绪。⽽而我们也是以上帝
的样式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是有⼼心灵的⼈人，也透过上帝所赐的头脑可以理理解
上帝的话语，以及上帝的某些事情。
林林前2:6–16 
6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不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不是这世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7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世
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8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
不不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了。… 10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了，因为圣灵参透万
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了。11除了了在⼈人⾥里里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了上
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12我们所领受的，并不不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
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14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15属灵
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了他。16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
基督的⼼心了了。 

圣灵透过我们⾥里里头的灵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上帝主动向我们启示的事情。
⽽而这些赐给我们的事就是“圣经⾥里里向我们⼈人启示的事”，并且我们必需依靠上帝的恩典才
能明⽩白。 
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我们这些有基督的⼼心的⼈人因此就有了了耶稣的灵，⽽而这上帝神圣的灵也
帮助我们理理解上帝愿意向我们启示的“奥秘的智慧”——圣经。 
所以，我们需要两样东⻄西才能明⽩白1）圣经的启示；和2）圣灵的帮助。圣经的启示需要
我们头脑的智慧思考。圣灵却是经过我们的⼼心灵来帮助我们的。 
所以，圣经启示我们赖以得救的条件也是经过我们的⼼心的：（罗10:9–10）你若⼝口⾥里里认耶
稣为主，⼼心⾥里里信上帝叫他从死⾥里里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里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里承
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的⼼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离开我们的⼼心，我们不不能理理解上帝的
启示，不不能得救。 
⼀一个懒惰、冷漠的灵魂可以⽤用嘴说：“我信上帝”，但是，他的⼼心没有明⽩白，也没有感觉
他所说的意义。但是，圣灵 
上帝若把圣灵浇灌在⼈人的⼼心⾥里里，⼈人从⼼心⾥里里抓住了了福⾳音，那么，这⼈人必会主动地回应福⾳音，
如同⼀一团⽕火燃烧在那听道的⼈人⼼心中，以⾄至于那⼈人说：“这福⾳音是真的！即使我要为福⾳音丧
命千百次，也在所不不惜，绝不不放弃这福⾳音。”当⼈人的⼼心真实地接受了了福⾳音，他绝不不是被动
的回应，他必然主动地回应圣灵的⼯工作。 
⼈人若只是⽤用理理智来回应福⾳音，没有任何情感，那么，这⼈人并⾮非真⼼心相信。真⼼心相信不不只是
说：“我相信你说的上帝是真的。”⽽而是，丰富的情感激动地说：“你说的这个上帝真好！
请您再告诉我多些关于这上帝的事吧！我应当怎么做才能成为基督徒？”“我不不惜受苦
难，冒险经历试炼，也要信靠祂，相信祂必然看顾我，带领我。”真信仰是需要经历的，
因为真信仰必然活在⼀一个真实的⽣生命⾥里里，管束⼈人真实的想法，带领此⼈人在苦难中挣扎并能
得胜！这些经历才是真信仰的真实根基，也是真信仰向他⼈人的真实⻅见证、真实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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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到底是什什么？ 
圣经⾥里里的⼼心不不只是指⼼心脏、⼼心灵、或者情感，⽽而是指：理理智和情感的综合体。圣经从来没
有把⼈人性分成⼏几个部分。⼼心其实就是指整个⼈人性。 
箴⾔言4:20–27 20我⼉儿，要留留⼼心听我的⾔言词，侧⽿耳听我的话语，21都不不可离你的眼⽬目，要
存记在你⼼心中。22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了⽣生命，⼜又得了了医全体的良药。23你要保守你
⼼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24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
嘴。25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26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路，坚定你⼀一切
的道。27不不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在箴⾔言这⼏几节经⽂文⾥里里，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保守你⼼心：1）留留⼼心听上帝的⾔言词；2）
存记在⼼心⾥里里；3）除掉弯曲、不不正⼤大光明的⼝口；4）正直向前的眼；5）⾏行行⾛走正道的腿脚。
这些⼏几乎涵盖了了我们整个⼈人可以做出来的所有的⾏行行为，所以，保守⼼心的⽅方法不不只是精神健
康就好了了，更更多的是：我们身⼼心灵综合体全⾯面健康，甚⾄至良好的⾏行行为也可以帮助我们保守
“⼼心”。所以，基督徒不不只是来参加教会，听讲道，就好了了，更更多地每⽇日每时全身⼼心地跟
随主，过圣洁⽣生活，并昼夜思考上帝的话语，管束我们的情感。 

这个⼼心是指唯有上帝才可以认识到的⼈人的⼼心意，却连⼈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思想。 
太9:4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什么⼼心⾥里里怀着恶念呢？ 
可7:20–21 ⼜又说：“从⼈人⾥里里⾯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里⾯面，就是从⼈人⼼心⾥里里，发出
恶念、苟合、 

上帝与⼈人相遇在⼈人⼼心⾥里里： 
路路8:15 那落在好⼟土⾥里里的，就是⼈人听了了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里，并且忍耐着结实。 
启2:23 我⼜又要杀死她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
⾏行行为报应你们各⼈人。 
撒下16:7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不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不拣选他。因为，耶
和华不不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诗119:10 我⼀一⼼心寻求了了你；求你不不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直译是：我⽤用全⼼心寻求你） 
路路德解释这节经⽂文时，指责哲学家们只⽤用⾃自⼰己的理理智寻求上帝，却不不⽤用⾃自⼰己的情感寻求，
所以，他们只⽤用了了⼀一半的⼼心来寻求上帝。 

⼼心与情绪、理理智的关系 
⼼心是理理智和情感的综合体。其实，当代科学研究提出“⼈人的情绪也有理理智思维内容”，并
不不是像众⼈人所想的是⾮非理理智的。情绪也是⼀一种记忆，当我们到⼀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过去
那刻⻣骨铭⼼心的情绪也会油然⽽而⽣生，更更帮助我们回忆当年年。反之，⼈人的理理智也与情感紧密结
合。 
情感有许多。有温暖柔和的情绪，譬如：爱和喜乐。也有强烈烈严厉的情绪，譬如：愤怒怒和
仇恨。但请记住：情感从来不不是单纯的情绪，⽽而是与理理智相联的。⼈人⼼心的活动不不只是热烈烈
的情怀，也包括平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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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帝掌管我们的⼼心 
太13:10–17 
10⻔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什么⽤用⽐比喻呢？”11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
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不叫他们知道。12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13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不⻅见，听也听不不
⻅见，也不不明⽩白。14在他们身上，正应了了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不明
⽩白；看是要看⻅见，却不不晓得；15因为这百姓油蒙了了⼼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
看⻅见，⽿耳朵听⻅见，⼼心⾥里里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16“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了；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了。17我实
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
没有听⻅见。” 

这 后两节经⽂文是应承上⼀一课的内容：圣灵借着圣经——上帝的话语，和我们的信⼼心，清
楚地启示在我们⼼心灵⾥里里。 
但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百姓油蒙了了⼼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却道明了了我们的⼼心
灵在罪的败坏下，已经被捆绑，被蒙蔽，不不明⽩白世事，更更不不明⽩白上帝的事。 
圣经常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其实不不明⽩白⾃自⼰己的意念，所以，也就不不明⽩白⾃自⼰己在做
些什什么了了。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不知道。⼈人⼦子来不不是要灭⼈人的性
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了。（路路9:55–56）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不晓得。”（路路23:34） 

虽然，我们⾃自⼰己都不不明⽩白我们⼼心中的意念，但是，上帝却晓得我们的意念： 
⼜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便对他们说：“凡⼀一国⾃自
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路路11:16–17）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什么⼼心⾥里里怀着恶念呢？（太9:4） 

⼈人的意志是由上帝掌管 
1. 上帝是全然⾃自由的，所以，只有上帝是全然⾃自由的，世间万物都服在上帝完全的掌控之
下。太10:29–31 兩個麻雀不不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不許，⼀一個也不不能掉在地
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數過了了。所以，不不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2. ⼈人的意志是不不⾃自由的。罪⼈人的意志若是⾃自由，那么，罪⼈人就可以违背⾃自⼰己犯罪的意志
⽽而⾏行行善，但是，保罗也⻅见证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不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不
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16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不愿意的，我就应承律律法是善的。17
既是这样，就不不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里头的罪做的。18我也知道，在我⾥里里头，就是我
⾁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行出来由不不得我。19故此，我所愿
意的善，我反不不做；我所不不愿意的恶，我倒去做。20若我去做所不不愿意做的，就不不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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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乃是住在我⾥里里头的罪做的。21我觉得有个律律，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便有恶与
我同在。22因为按着我⾥里里⾯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律；23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律和
我⼼心中的律律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律。24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
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7:15–24）” 罪⼈人被⾃自⼰己的罪性捆绑，丧失了了⾏行行善的⾃自由。 
所以，意志若是⾃自由，那么，意志就很容易易改变本身⽽而转向其他不不同的⽅方向。但是，实践
告诉我们：想要改变⼀一个⼼心意已有所向的⼈人的⼼心意是多么的不不容易易啊！如果他们屈服让步
了了，绝⼤大多数是他们屈服于外⼒力力，或者其他某外物更更强烈烈地吸引他们。否则，他们绝不不会
屈服。如果⼀一个⼈人的⼼心本来没有所属，那么，他只是简单地让事情任意发展，⻅见步⾏行行步⽽而
已。于是，经验告诉我们结论：⼈人的⼼心没有⾃自由。罪⼈人的⼼心是被罪恶捆绑，没有⾏行行善的⾃自
由。 
3. 反之，上帝若更更新了了⼀一个罪⼈人的⼼心——“⼼心意更更新，⽽而改变”，成为了了义⼈人，这全是上
帝的灵轻轻⼀一吹，让⼈人感到⾃自动⾃自发，绝⾮非强迫，这义⼈人就有了了⾏行行义的⾃自由，甚⾄至地狱之
⻔门也不不能征服或强迫这义⼈人，他继续⽢甘⼼心情愿地欢喜快乐爱慕良善。当外⼒力力逼迫他转向罪
恶，反⽽而格外地刺刺激他向善的意愿。只要上帝的圣灵和恩典仍然在那⼈人⾥里里⾯面，就没有任何
外⼒力力可以改变他的意志了了。 
4. 既然⼈人没有控制⾃自⼰己意志的⾃自由，那么，⼈人的意志如同搬运货物的动物⼀一般，如同诗
73:22–24⻅见证的：“我這樣愚昧無知，在你⾯面前如畜類類⼀一般。然⽽而，我常與你同在；你
攙著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裏。” 如果上帝驾驭⼈人的意
志，它就会情愿遵⾏行行上帝的旨意。如果魔⻤鬼驾驭它，它就会情愿遵⾏行行魔⻤鬼的意志。⼈人的意
志没有⾃自由选择上帝或魔⻤鬼，也不不能定意寻求上帝或魔⻤鬼，⽽而是被上帝或魔⻤鬼争夺的对
象。 
5. 既然魔⻤鬼不不⾜足以与上帝对抗，我们可以结论：⼈人的意志被上帝捆绑。即：⼈人的⼼心意被
上帝牵引。 ⼈人的意志是由上帝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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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心灵，在上帝的话语⾥里里与上帝交流 
1. 第⼀一遍：读明⽩白字句句的意思； 
2. 第⼆二遍：在这字句句⾥里里，基督在哪⾥里里？ 
3. 第三遍：这字句句对我意味着什什么？ 

⻢马丁路路德：造就神学家的三步曲：读经祷告、默想、和试炼。 
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领袖：在不不断的试炼中，通过死⽽而复活的试炼，不不断成⻓长。 
⼀一个情绪健康的领袖是：经历过上帝的拯救脱离过如同死⼀一般痛苦的经历，譬如：抑郁、
志向⾼高⼤大，⼀一部分⽼老老我 终被处死，从此，不不再⾃自怨⾃自艾，更更加信靠上帝，不不再依靠⾃自
⼰己，却能接受⾃自我，看到⾃自我的价值，却不不骄傲，更更能坦然⾃自若⾯面对各样的困境和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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