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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羅馬書）-信仰的三把火 
蔡維恩牧師 

前言: 趙鏞基牧師的安息主懷 
    全世界最大的教會—「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的創會元老

—趙鏞基牧師（Cho Yong-gi），9月 14日上午 7:13安息主懷，享

壽 85歲。當天早上消息一出，引發華人教會界和牧者們紛紛悼

念、追懷，感念其在教會建造、世界宣教、媒體、教育等方面，

對世界所付出的貢獻，並活出信心、謙卑的屬靈生命榜樣。趙鏞

基牧師和崔子實牧師（趙鏞基牧師妻子金聖惠的母親），於 1958

年創立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從僅有 5人的老舊帳篷開始，藉

著倚靠對上帝的信心，不住地禱告，和聖靈充滿的大能，一路增

長為超過 70萬人的教會，並獲金氏世界紀錄認可、列為全世界最

大的教會。 

張茂松牧師懷念說，趙牧師不是完人，也不是神人，他只是一

個努力又認真的傳道人。他不是完人，所以他的生命中有缺點，

（2002年趙鏞基牧師長子，當時《國民日報》負責人趙熙俊，利

用關係向汝矣島純福音教會高於市價價格購入其私有公司股票，

此貪𤃋案，讓趙牧師被判刑三年，五年緩刑未坐牢），但是他的

服事中有許多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他的服事中最重要的成就，

不是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教會，而是他開啟了全世界教會「信心

的視野」，帶動了全世界的禱告運動，及聖靈更新運動!! 

 

1 他點燃了我屬靈的渴摹: 讓我愛摹聖靈，學習認識祂，與祂交

通，學習傾聽祂的聲音…我生命中的五旬節，就是在韓國「五山

里」祈禱院中發生的。 

 

2 他改變了我的講道: 以前我受中國傳統傳道人的影響，只會講

「受苦」的道，「道德性」的道; 但是他開啟了我開始講「復活的



2 
 

道」及「凱旋的道」。以前我只講「釘十架的耶穌」，他教導我

講「復活的耶穌」「作王的耶穌」。 

 

3 他改變了我的禱告生活: 以前我只會懇求的禱告，他教導我「信

心中的禱告」，來我只是在上帝面前「講一堆的需要」，但是他

教我看見「在恩典中上帝給的祝福」，以前的禱告只是一個「責

任」及宗教的「儀式」，後來成為我生命中的「享受」，我經歷

了「禱告帶來重新得力」!!禱告中經歷的神跡，帶來了信仰的「真

實」。 

 

現在他到主那裡了，一切的「是非功過」都過去了（有人惡

意攻擊他是成功神學鼻祖），留下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如何活出

更精彩的信仰，更榮耀的事奉。這是我們的挑戰!!有一天我們離開

這個世界的時候，可以留給別人更多的懷念，與感恩!! 

其實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熱情」才能支持力量面對現實生

活的考驗。而這熱情必須來自於聖靈的點燃。熱情：希臘原文是

「忍耐、受苦」真正的熱情，絕對值得你我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

力，只此一生，活出熱情！趙牧師帶出 

「聖靈的火」以至於我們生命延續了「復活的火」、「信心的

火」。對我們基督徒而言，這是珍貴屬靈的資產。我們教會固定

開「第四度空間的靈性」就是要讓我們認識如何點出「聖靈的

火」。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的信仰是否有讓「聖靈充滿」熱情如火，以至於能夠有能

力愛與祝福別人？ 

2. 基督徒被是「聖火」被點燃，有「靈火」以及「炭火」成為得

勝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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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經文：《 羅馬書十二章 9-21節 》 

12: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2: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12:11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2:13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地款待。 

12:14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12:15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12: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譯

事）。不要自以為聰明。 

12: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2: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2:19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譯：

讓人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12:20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12:21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二、經文背景 
   羅馬書是保羅的一篇最有系統，最完整的「神學論文」。一至

八章說明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價乃是死﹔上帝愛人，為人預備

了救恩的福音，這福音是借著耶穌在十架上所流的寶血，作成了

挽回祭而顯明瞭上帝的義。強調「因信稱義」非猶太人的「行為

稱義」。羅馬書說，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人是因信耶穌，上

帝就把他的義算為人的義。稱義之後的人不再被定罪，並且有聖

靈內住，與我們的心同証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有一個聖潔的新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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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至十一章是針對猶太人認為他們的民族是上帝所揀選，上

帝與他們的祖宗立約，他們有上帝的律法，可以借著行律法得

義，所以不需要信耶穌稱義的方法。保羅說，不是的。不論什麼

人，哪個民族，都只能靠同一個方法被稱為義，因為律法的總結

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上帝的義（羅十：4）。從舊約亞伯

拉罕就是「因信稱義」而非「行為稱義」。 

保羅就在第十二章以“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開始談基督徒有了新生命後，應有的生

活表現，來回應上帝的救贖，因為這新生命是主耶穌用他的寶血

買贖過來的，現在我們是屬於他的 （羅十四：8 “我們若活著，是

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

人。）在律法之下，當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成我們贖罪祭，滿足了

天父對義的要求和對罪的審判，耶穌為我們完全承擔了，讓我們

得到耶穌基督的義，能與天父和好，進入神國的子民的新身份。

然後就要靠聖靈去與肉體爭戰，並勝過肉體，向義活，向罪死。

這是聖靈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這是使徒保羅的思想中心。「無

論誰，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舊的已經過去，新的

已經來臨。」（哥林多後書五：17）「你們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要

穿上『新我』；這新我是照著上帝的形象造的，表現在真理所產生

的正義和聖潔上。」（以弗所書四：23-24） 

   羅馬書十二章 9-21節這段經文，很難為它列出大綱，就像箴言

書中零散的短句一樣。但保羅所著重的，始終是心意的更新和生

命的改變（十二章 1-2節）。其核心要點就是「愛」，而這也是基督

徒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9節）。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就要有基督

那樣的愛。一個被改變的生命，就是堅定愛人、甘願捨己的生

命。保羅還告訴我們，在這邪惡的世界裡，我們當如何與信徒相

處（9-16節），以及如何和非信徒相處（17-21節）。要知道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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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意是否真正更新，生命是否真正改變，就要看他是否能愛他

人，特別是愛他的仇敵（21節）。若不是「釘死老我，新我讓聖靈

掌權」的過程，我們是無法愛仇敵，「以善勝惡」的。因這可能形

成「變相律法主義」要求。一般人有血氣者是無法達到這個要求

的。 

 

三、啟示: 
（一）「聖火」—活祭壇上全燒盡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羅十二:1)  我們一向神獻上自己，就有神的火來燒我們，

使我們成為馨香的祭物這火是聖火，不是凡火。這火要從身體燒

起，燒到我們的心裡、靈裡。活祭就是要「釘死老我」，首先要交

出你的主權。讓我們可以完全地擺上成為燔祭。當我們這樣與神

互動，你裡面是很平安的，心裡可以完全安息。這是聖的，我們

完全委身給神，這是聖潔的關係，毫無懼怕、擔憂，是神所喜悅

的。 

    「釘死老我後，新我就降生」，就清楚我們是基督肢體一部

分。在教會的服事中學習成長。「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

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羅十二:3b) 看得

合乎中道，就是看得不大也不小，不好也不差。意思是不要自我

中心，不驕傲也不自卑。當你以神為中心時，看得合乎中道，就

是以永恆的量度來量度自己，接納自己並繼續往前走。 

與教會弟兄姐妹中互動就學習「合一」。羅馬書十二 3至 8

節，要看自己好像一個身體，所有人都一起敬拜，是屬靈的敬

拜。猶太人和外邦人同為一身體，同歸於一，一口一心地榮耀

神。各人雖然不同，但合在一起就是一個身子，各有功能和恩

賜。屬靈的敬拜就是用盡所有潛能，有恩賜就要用，否則潛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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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發揮出來。「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

教導；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

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12:7-8) 把我們的潛能發

揮出來成為真實，就能發揮身體的作用。這是屬靈的敬拜，也是

我們的活祭。當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你看見神的完美，也看到

自己的不完美。如此擺上敬拜，你會越來越少自我中心。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要彼此

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羅十二 9-10）因為被主聖火燃

燒，我們才有真正「愛人」（愛加倍）的能力。這個能量是律法主

義者（或理性道德者）無法達到的境界。 

 

（二）「靈火」—主內一家靈火熱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

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

要一味地款待。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

詛。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十二 11-15）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羅十二 11）神的火

在我們裡面一經點燃，我們才能憑以過正常的教會（身體）生

活，待人接物滿有熱力。 

保羅教導我們怎樣與人相處，愛人要真誠不虛假，因為真實

是神的屬性，簡單來說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能在主裡合而為

一。不能合一只因自視太高。我們若能獻作活祭（釘死老我），靈

裡不自我中心，就能為別人而活，要弟兄彼此相愛真的最難實

行。當我們願意擺上，用神賜我們的潛能去服事別人，就會慢慢

離開自我中心。在群體裡就能活出愛。因為在群體裡我們才看到

自己有很多驕傲，受到屈曲也可能想報服，但聖經說，不要以惡

報惡，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參羅十二:17-18)。 

  「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保羅告



7 
 

訴我們雖然世上有苦難和逼迫，但我們要堅守在主裡的指望，並

在苦難中靠主常常喜樂（腓四：4，帖前五：16）。這種喜樂不是

裝出來的，而是發自內心，是聖靈結的果子。除了在指望中要喜

樂，他還說在患難中要忍耐，雖然患難是命定的（帖前三：3）。

忍耐等候什麼呢？當然是主耶穌基督的再來。保羅還要我們專

心、常常和恆切的禱告。這跟主耶穌說的比喻（路十八：1-8），要

人常常禱告，不可灰心，意思一樣。 

最後基督徒既然都是主內弟兄姐妹，是基督大家庭裡的一份

子，幫補或接濟有缺乏和需要的人，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推而廣

之，今天富有的教會也應該幫助其他地區有需要的小教會。除了

接濟有需要的人，保羅還要我們出於忠心和愛心款待客旅。什麼

是基督徒真實的團契和小組？不是只每週聚一次，而是學習同樂

同哭，彼此陪伴承擔，一起經歷上帝的恩典和力量，也用謙卑的

心一起事奉。沒有一個人是孤單的，因為有主和弟兄姊妹在我們

身旁。 

 

（三）「愛火」—熊熊愛火化干戈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

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

聽憑主怒（或譯：讓人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

我，我必報應。』」 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

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你不

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十二 17-21） 

 

反而“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

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羅十二 20）對於敵視、

反對、不信真道的人，我們裡面的這把聖火，要燒到凡與我們接

觸的人身上。這火要把對方頑固的思想完全熔化。「把炭火堆在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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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上」，這是古代人對待仇敵的一種懲罰方式，就是在俘虜，或

是敵人的頭上放置炭火，是一種非常不人道的酷刑方式，這可迫

使敵人招供，或是迫使對方屈就、投降。但是聖經箴言書卻寫下

了不一樣的教訓說：「你的仇敵餓了，就給他吃，渴了，就給他

喝。你這樣做，會使他臉紅耳赤，羞慚交加，上帝也要報答

你。」（箴言廿五：21-22）這不是一種報復的方式，應該是一種以

愛勝過仇恨的方法。跟基督耶穌在山上寶訓中的教導相同，就是

要用更多的愛來消滅仇恨，用更多的慈愛來減少敵對，這樣做，

不但是往良善的方向，其實，真正會反省的人（仇敵），面對這種

善待的際遇，也會感受到更大的「痛苦」。 

 

我們看見神的偉大，凡事就能等候，要以善勝惡，善要親近，

不要被惡綁住，反要以善勝惡。彼此相愛，彼此饒恕，冒犯你的

人要祝福他，這是神給我們的誡命，讓我們可以勝過一切的惡，

很多惡是不自知的，唯有看見神的偉大，才能活出愛，才能一心

一口地榮耀神。不論猶太人、外邦人、不同宗派的人，都要活出

合一。 

 

田徑選手傑西·歐文斯（Jesse Owens）深受虔誠愛主的雙親所

影響，也成為一位信心堅定的基督徒。在 1936年的德國柏林奧運

會，歐文斯是美國隊中少數的非裔美籍運動員。他在仇恨其他種

族的希特勒和納粹黨面前，勇奪四面金牌，並與一位德國運動員

魯茲‧朗（Luz Long）成為朋友。在當時納粹氛圍濃厚的情況下，

歐文斯仍活出基督信仰，進而影響了魯茲的生命。後來魯茲寫信

給歐文斯說：「記得我第一次在柏林和你說話的時候，那時你正跪

在地上，我知道你在禱告……我想，我也會相信上帝。」 

 

歐文斯充分體現使徒保羅的教導：「惡要厭惡」、「愛弟兄，要彼此



9 
 

親熱」（羅馬書十二章 9-10節）。雖然歐文斯可以選擇以仇恨面對

納粹黨，但他卻選擇憑信心而活，以愛對待德國人魯茲，使魯茲

成為他的朋友，並讓魯茲後來也願意信靠上帝。 

禱告能幫助我們得著能力活出信仰，去愛所有的人，因為每

個人都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的。當我們向上帝呼求，祂會幫助我們

消除與鄰舍之間的隔閡，並建立起和平的橋梁。 

 

四、自己的感受 
   「因為聖火，讓我們老我破碎，新我讓聖靈掌權，帶出愛與合

一」「因為靈火，讓我們熱情服事神」「因為炭火，讓我們以善勝

惡」。 

 

上週日，我與代議長老、同工參與嶺拔林教會劉世光牧師就任。

他在講道時引用岡山教會一百一十週年的啟應文，提到一段六十

年前嶺拔林會友來岡山教會聚會情形，原來嶺拔林教會是我們教

會子會。此次參與就任，就是「合一」之旅。也讓我想到如何打

破彼此的隔離牆,無論是個人或教會、社會，只能破碎加上讓聖靈

掌權才能突破。 

     聖經上說：「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十二

21）若有人辱罵你，你要以微笑回應，並且說：「願神祝福你！」

那個人一定不知如何反應才好，而你卻克服了他，你得勝了。這

個人不能改變你，你卻能以世界上最具威力的武器防衛自己，那

就是愛！因為神已經給你這個屬靈的武器，可將仇人變為朋友。 

陳見岳牧師懷念趙鏞基牧師表示，他接下高雄右昌長老教會

的主任牧師不久，因繁重的服事再加上當時還沒有親身經歷聖靈

幫助，而陷入低潮。於此同時，神很奇妙地帶領他到訪韓聖會，

讓他體驗到對聖靈追求的渴慕和迫切感。那裡的敬拜、禱告、禁

食都是他過去沒有經歷過的。 當教會看到牧師的改變，聽見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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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牧師真實的生命經歷和分享，都會想要跟進，甚至在 2005年

時，右昌長老教會的掌執幾乎都一起參與訪韓聖會，至此之後，

為教會帶來聖靈充滿和突破。每年右昌教會都會帶領同工、會友

前往訪韓聖會，教會無論是敬拜、禱告、小組、傳福音都因此帶

來極大的祝福。像右昌敬拜中心的土地，都是禱告後神所成就的

祝福。 

自己在 2004年 7月 24-29日訪韓聖會，第一次領受聖靈充滿

聚會的榮耀與震撼。也透由禁食禱告，領受上帝的帶領與安慰。 

 

日本名企業家稻盛和夫名言「物質有”可燃物”、”不燃物”和”

自燃物”，人也可以分成這三種。要做就做第三種。」其實聖靈就

在我們內面，我們是可自燃的。（不一定必要依靠外在神聖的空

間），只要信仰三把火，「因為聖火，讓我們老我破碎，新我讓聖

靈掌權，帶出愛與合一」「因為靈火，讓我們熱情服事神」「因為

炭火，讓我們以善勝惡」。 

 

五、結論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

音六章 33節）。我們可以以這些非常棒的話語為生。把神放在第

一位的時候，讓聖火燃燒，引起靈火與愛人。，會將平安、喜樂

和滿足充滿你，然後才是一些事物！借著聖靈的能力，努力使自

己的生活言行符合以下的守則規範：對個人來說，我們要活出忍

耐、喜樂、平安和有盼望，與世人不同的生命，因為這些都唯有

上帝可以賜給我們的﹔在教會生活和事奉裡，我們與弟兄姐妹要

彼此相愛和同心，效法基督﹔對國家掌權者，我們要順服，負起

公民當盡的責任﹔對教外的人，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不要以惡

報惡，反要以善勝惡。如此，因為聖火帶出我們的靈火與愛人，

我們的服事將是大有力道與果效。如此，我們的教會、家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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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將會重新得力。邁向宣教目標，將指日可待。 

 

討論題綱： 

1. 請分享你個人在生活中是否渴望上帝帶來「聖火、靈火與愛

火」？ 

2. 你認為基督徒得勝生活的確據是什麼？ 

3. 你曾為主受苦嗎？請分享你如何得勝的見證。 

 

代禱事項： 

1. 為身邊尚未認識主的親友轉向上帝代禱，願他們能認識三一上

帝，感受到上帝的愛，抓住上帝所預備的基督耶穌與聖靈，讓

聖火燃燒，把生命主權交給上帝。 

2. 為正在為主受苦的兄姊代禱，求主憐憫，讓萬事互相效力的上

帝，堅固眾人的信心，與上帝同行，經歷「聖火、靈火與愛

火」，榮耀上帝。 

 

祈禱文： 

親愛的阿爸父！感謝祢長闊高深的愛，賜下愛子基督耶穌替贖我

們的罪。感謝主耶穌成為我們的長兄，讓我們效法，並牽著我們

的手走人生道路。也感謝祢差派聖靈，時時用言語所不能表達的

歎息為我們禱告。阿爸，求祢讓我們長出信心，因著聖火，經歷

靈火與愛火，倚靠祢來勝過肉體的本性與一切的屬靈爭戰，使我

們能在生活中榮耀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準備屬靈筆記本，每天寫下你如何經歷上帝的恩典「聖火、靈

火與愛火」，在什麼處境、決定、行動得勝（日期／事件／你

的決定／上帝的行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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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情下，落實每日讀經與禱告親近上帝，求主開你的心眼，認

識大能與行動的上帝，預備自己經歷「聖火、靈火、愛火」，

傳揚救贖的福音，榮耀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