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新的生命經已開始 

首先闡明一個人在信了耶穌以後，便立刻擁有一種從神而來無比生命的潛力。因此，要幫助他去效法撒該的榜

樣，一方面主動地用愛心去對待他人；另一方面也要為自己以往的虧欠，盡量作出補償。 

勉勵的話 

親愛的伙伴： 

 

除了父母以外，小學老師對於一個小孩子來說，是最初、最具影響力的。 

 

同樣作為一位信仰的栽培導師，對於初信者也會產生莫大的影響。其中有兩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好像馬利亞一樣，先要有一顆愛聽神話語的心。同時也要效法馬利亞，盡一切的能力，向耶穌獻上一

份最純真的情感。 

 

在基督教中，理論和實踐是並重的；而馬利亞就是一個聽道而行道的人。因此你若果在以上的兩件事，

都能夠成為學員的一個好榜樣，這是最能討神喜悅的。 

 

深願主在教導上給予你一顆忍耐的心。 

 

你的伙伴敬啟 

 

經文
 

路加福音十九章1-10節  

19:1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19:2  有一個人名叫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 

19:3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 

19:4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那裏經過。 

19:5  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 

19:6  他就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19:7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裏去住宿。」 

19:8  撒該站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19: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19:10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栽培錦囊 

一  在栽培的整個過程上，必須留心自己的態度和語氣，要友善和親切。 

二  要緊記對方的名字和背景資料，因為這是建立深厚友誼的第一步。 

三  讓對方有機會發言，並且要留心聆聽，其中更要接受及尊重各種不同的意見。 

四  要盡心預備每一課。 

 



目的
 

首先闡明一個人在信了耶穌以後，便立刻擁有一種從神而來無比生命的潛力。因此，要幫助他去效法

撒該的榜樣，一方面主動地用愛心去對待他人；另一方面也要為自己以往的虧欠，盡量作出補償。 

 

經文解構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24節至27節中，耶穌曾提及：「『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哪！駱駝

穿過針的眼1 ，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哩！』聽見的人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說：『在人

所不能的事，在神卻能。』」之後不久，就有撒該這一個財主，願意真心悔改，並且立刻撇下所有的，

來跟從耶穌。在上述背景襯托之下，更加突顯出撒該的改變，是極其是難能可貴的。 

 

分段 

一  神對撒該的恩典 

 1 尋找他 

 2 認識他 

 3 接納他 

 4 拯救他        

二 撒該對神的回應 

 1 心境的改變     

 2 生活的改變     

 3 觀點的改變     

 4 責任的改變 

 

內容分析 

撒該原本是只顧金錢、不惜欺壓自己同胞，一個人所公認的賣國賊2 。試想這樣的一個人，內心怎樣

會有平安？在日常生活上，怎樣會有人喜歡和他結交呢？因此，他只能夠把自己沉醉於物質享受之

中，內心的孤單和苦悶，又有誰能夠了解呢？ 

 

直到有一天，當遇上了耶穌以後，他的生活便開始完全地改變過來。究竟是怎樣會遇上了耶穌以及跟

著而來會有什麼改變呢？筆者分為以下兩個段落，來為大家詳細分析： 

 

一 神對撒該的恩典 

 從聖經表面看來，似乎是撒該主動要去看一看耶穌，究竟是誰。但是在實際上，卻是耶穌在背

後，促使撒該的期望得以實現。並且我們可以說，從這一件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對撒該，

有以下四方面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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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尋找他 

 作者路加在寫作的時候，往往有一種手法，就是在記敘了一件事或一個比喻之後，通常會用

最後的那一句話，來總結整件事件的。因此，根據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10節強調：「人子來，

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這正好說明了一個事實，原來在整個故事中，是耶穌主動去尋

找撒該！ 

 

 試想一想，撒該既然知道耶穌要來耶利哥，那麼為什麼不打發僕人，去迎接耶穌到他的家裏

去呢？這個答案在當世代的人來說，是非常清楚的。要知道耶穌基督最基本也是一個先知，

並且受著眾人所擁戴。而撒該則是一個被猶太人看為罪人的稅吏，因此又怎敢向耶穌發出邀

請呢？所以，若果不是人子去「尋找」撒該，他是永遠也不會與耶穌相遇的。可見耶穌基督

去尋找撒該，實在對他是一項極大的恩典！ 

  

 但是，我們怎知道是耶穌去「尋找」撒該？又或者說，我們可以從什麼途徑，可以去証明這

一件事呢？若果要解開這一個謎團，我們可以從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的行程中，便可得知。 

 首先我們知道，一般猶太人上耶路撒冷，為了避免和撒瑪利亞人接觸的緣故，因而繞道沿著

約旦河邊而行；但耶穌卻沒有這樣。相反，耶穌在出來傳道以後，第一次從耶路撒冷回到加

利利的時候，就選擇了以下的途徑：「祂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在那裏有雅各井，

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3。」正如上述的經文所說，耶穌在往來加利利

和耶路撒冷之間，是選擇「必須」經過撒瑪利亞這一條路線的；可見耶穌從來也沒有逃避與

撒瑪利亞去接觸。還記得在上一次在這裏，遇上了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她竟然帶了不少的

鄉民來相信耶穌；可見有很多撒馬利亞人，都是耶穌的跟隨者4。  

 

 既然如此，耶穌今次上耶路撒冷去，也應該和以上一次的行程一樣；只是在方向上，採取相

反路線而已。並且在臨離世之前，順道去探訪撒馬利亞的信徒，也是很合理的。 

 

 再者福音書的作者路加，在第九章中指出，這是「耶穌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確定這就是

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的行程。之後他更補充了兩件事，都是與撒馬利亞有關的。首先因為要

經過撒瑪利亞，所以「便打發使者在他前頭走。他們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個村莊，要為祂預備；

那裏的人不接待祂，因祂面向耶路撒冷去5。」從這一個例子看來，當時耶穌和他的門徒，必

定是路過撒瑪利亞人的心臟地帶，就是撒瑪利亞城；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所發生的事。 

 

 後來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七章11至12節中，記載了耶穌又「進入撒瑪利亞的一個村子」，醫好

了十個長大痲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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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四章3-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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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a Buck,editor,’’The Illustrated Bible’’London2002,p262.Dorling KindersleyLtd。 

 

5

 路加福音九章52-53節。 

 



 

 從以上耶穌一向往來耶路撒冷和加利利的慣例，加上在今次的行程，也清楚顯示了，耶穌和

祂的門徒曾經有兩次與撒瑪利亞人接觸。因此我們再一次可以確定，耶穌已經進入了撒瑪利

亞的範圍了。雖然我們不知道，耶穌進了那一個村子，但祂最終的行程，必然會匯合在雅各

井的。然後再在伯特利的上端，向東橫過以法蓮的山地，最終抵達耶利哥。 

 

 原本耶穌是可以從雅各井，一直經過伯特利，然後上到耶路撒冷去；這是最直接和最快捷的。

然而耶穌卻故意，從伯特利的上端，繞道而來到耶利哥。究竟耶穌為什麼要來到耶利哥呢？ 

 

 耶穌來到耶利哥城以後，只醫好了兩個瞎眼的人，然後拯救了撒該，便離開耶利哥，繼續上

耶路撒冷去了6 。因此耶穌之所以來到耶利哥，目的就是要尋找和拯救撒該。難怪路加可以

確實的告訴我們，是人子（耶穌）來尋找撒該！ 

 

 耶穌來尋找撒該，表面上只反映祂多行了一些路程。但實際上，卻有不少的深層意義。 

 

2 認識他 

 說來也很奇怪，大抵撒該早已聽聞有關耶穌一些的事情。但耶穌應該是從來也沒有見過撒

該，祂究竟怎樣會知道，在城中會有這樣的一個人呢？即使是知道他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從

來也沒有會過面，那麼耶穌又會知道，究竟誰是撒該呢？ 

 

 然而在聖經中卻指出：「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撒該，快下來（5節）......。』」

我們很驚訝，耶穌在初次見到撒該的時候，便能叫出他的名字來。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

耶穌早已是認識撒該的；當然，這是由於耶穌是神兒子的緣故所致。 

 

 從耶穌認識撒該這事情來看，是一件神與人相遇的寶貴經歷。在它的背後，隱藏了幾個獨特

的真理，是能夠反映了神對人有以下幾方面獨特的恩情： 

 

A  祂是顧念人的 

 耶穌在面對要被釘十字架、死亡之前，因著撒該想要見祂，所以也不辭勞苦，把握在世上

最後的機會，寧願繞道也要來到耶利哥城，與他相見。可見，耶穌是顧念人的需要的；這

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B 祂是俯就人的 

   縱然耶穌知道撒該想要見祂，但當我們了解到撒該的身份，是一個稅吏長，就是在當時社

會，大家都看為罪人後，有那人會願意與他交朋友呢？即使是不嫌棄對方的卑賤，但也會

招來眾人的非議。然而，耶穌卻俯就撒該，並且真誠地與他交往。這在當時的社會，是一

種反傳統和非常前衛的一種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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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明頓，＜威明頓聖經輔讀(卷上)＞，香港：種籽出版社，1986年，頁399。作者把耶穌在地上的行程分為很多個站，其中第四十九站，

就是指耶穌末次上耶路撒冷以後，來到伯大尼，然後去到耶利哥。之後第五十站，就是在耶利哥拯救了撒該以後，又回到伯大尼去。

即使這一個說法，亦都証明是耶穌故意去到耶利哥尋找撒該的。 

 



 

C 祂是了解人的 

   按道理來說，他若果想要見耶穌，大可以發出請柬，大排筵席的，邀請耶穌來到他的家裏，

共渡晚餐。然而大抵他知道自己，是一個大眾都不喜歡的人。於是唯有在路上，偷偷地要

看看耶穌，究竟是怎樣的。 

 

   撒該對耶穌的渴慕，並沒有因為人多，阻礙他去見主。同時也沒有，因為自己個子矮小而

放棄。相反他排除萬難的，「跑到」前頭，「爬上」桑樹，反映他的心，是何等的殷切，

為的是要靜靜地等候耶穌經過。撒該這種戰戰兢兢的心境，耶穌是完全了解的。 

 

 所以，當耶穌見到撒該的時候，說出了第一句話：「撒該，快下來！」單是這樣，就已經

打動了他的心；因為這正正是回應撒該在內心的一個期盼。此外更令撒該意想不到的，就

是耶穌帶來給他的，完全是超過他所想所求。有關這一點，我們將會在下一段去清楚交代。 

      

3 接納他 

 撒該原意只不過是想看一看耶穌，便心滿意足了。但怎也想不到，耶穌竟然自動地，提出要

到他家裏去住宿。其實能和耶穌一同吃飯，已經表明耶穌比一般的猶太人，更接納撒該。 

 不但如此，在聖經更多次提到，耶穌會主動接觸一些低下階層的人，例如僕人和奴婢。同時，

又願意撫摸和醫治一些患了有疾病的人，例如用手接觸痲瘋病患者；甚至常常和罪人在一起

吃飯，例如淫婦和稅吏們等。這一切都反映，耶穌願意接觸和接納任何有需要的人。請不要

忘記，耶穌基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但祂竟然願意縇紆尊降貴，去接納任何肯悔改的人，

來到神的面前。所以無論誰人，都可以像撒該一樣，得到神接納的。     

 

4 拯救他 

 耶穌並不是只到撒該家裏，與他吃一餐飯那麼簡單。耶穌曾經對撒該說：「今天我必住在你

家裏！」所謂與他們同住，這實在是神給他最好的禮物。 

  

 因為在整本聖經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主耶穌基督，要道成肉身來到世間。原來

早在舊約的時候，就有先知給耶穌起了一個名字，叫作以馬內利。意思就是說，神與人同在。

及至耶穌基督降生在這個世界，就真真正正應驗了這個預言。 

    

 再者，耶穌原是神的兒子，但是竟然肯來到世間，與撒該一同居住，目的就是向他，顯示神

很多豐富的屬性。這正如耶穌在初出來傳道的時候，就有兩個門徒，曾經與耶穌同住了一晚。

結果，他們都認出了，耶穌就是那一位要來拯救世人的彌賽亞7。這裏所說的「彌賽亞」，就

是救世主和君王的意思。可見能夠與耶穌同住，是神給人一份最珍貴的禮物。 

 

   下一段，我們就是要從撒該，一個與耶穌同住以後的人，也好像上面兩個門徒一樣，擁有一

種驚人的能力，能夠使他在各方面也會即時改變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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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一章35-41 節。 

 



二 撒該對神的回應 

     很多即使不是信徒，但當他們有機會讀到有關撒該的改變，也羨慕不已。撒該之所以在遇見了

耶穌以後，有這麼大的改變，其中一個關鍵，就是他在起先帶著一顆熱切的心，去尋求認識耶

穌。聖經在撒該如何遇上耶穌的過程中，有不少的描繪。 

       

 聖經特別指出，撒該是一個稅吏長，同時又是一個財主；意思即是他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

這樣的一個人，平日與人無求，但竟然對認識耶穌泛起了一份動力。但是，實行起來的時候，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聖經記載，當時看熱鬧的人頗多，但因為他的身量矮小，所以不得看見；他若果平日與人建立

了一個良好關係的話，這應該不是一個主要的困難。這時大可以說出緣由，那麼其他人便可以

讓他在人群的最前排，與耶穌接觸；因為這樣做，是不會阻礙他們視線的。但事實上並非這樣，

可見他的人緣關係，肯定是十分惡劣的。 

      

 雖然如此，但他並沒有半點感到氣餒。我們從他一連串的動作，可以具體地知道他實在渴慕要

見耶穌。大概因為他曾經和其他人擾攘了一輪後，導致在時間上有所躭延，所以他需要「跑」

到前頭，才能夠趕得上看見耶穌。從這一個舉動，反映在他心裏的是很著急的要達成這事。不

但如此，他為了要找到一個更佳的位置，於是情急智生地爬上一棵桑樹去，在那裏等候耶穌經

過。論到桑樹，一般也不會是很高的，主幹也不粗壯，而且有很多幼小、並容易折斷的枝子，

這都是很容易使爬上去的人擦損皮膚的。還有他所穿的衣服，必定是不適合用來爬樹的。 

 

 撒該原是一個矮子，今穿著服飾爬上桑樹，這個形態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會感到尷尬非常。因

此我們可以說，他實在不惜一切，滿有決心地要見耶穌。正是這樣的人，在他與耶穌相遇之後，

必然會有以下幾方面重大的改變： 

 

1 心靈上的改變 

 當撒該聽見耶穌不但能夠稱呼他的名字，而且更叫他從樹上快下來，並且主動地答應要到他

的家裏去住宿，這一切對於撒該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所以就「急忙」下來，並且「歡

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聖經在這裏用了「歡歡喜喜」的，這一個重疊詞來形容撒該即時的改變。相比之下，特別顯

出他從前的為人，是極不開心的。當中的原因是由於他在職業上，時常要訛詐他人所致。這

給我們一個很寶貴的寫照，原來每一個和耶穌接觸的人，都會即時感受到開心。這一種經歷

是難以形容，但卻是非常具體和真實的。在真理上來說，這是由於神（聖靈），在一個人決

志信主的那一刻，進入了人內心所產生的一種變化。甚至有時又有不少的人，陷在失意、失

業、失戀甚至患病，將會失去性命的時候，但仍然能夠因為信靠耶穌，從祂那裏感受到一份

出人意外的平安。無論你所感受的是那一種感受或經歷，這都是神給予信靠祂的人的一種最

好証據。類似的感受或經歷，你擁有了嗎？ 

 

 一個相信耶穌的人，雖然在外表、行為上不一定在短時間內有所表現，但在心靈裏的改變，

卻是不可少的。 

 



2 生活上的改變 

   撒該聽見耶穌說要到他家裏去住宿，他即時的反應，就是急忙下來，歡歡喜喜的「接待耶穌」。

這一個行動正好反映，他是很願意讓耶穌去了解他生活狀況；其實這也是相信耶穌，一個最

基本的意思。 

 

   真實的信仰，是應該能夠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我們相信耶穌，意思並不是單單在每星期日返

教會崇拜、吃飯前禱告或者偶然參與教會一些活動。正所謂有諸內、形於外。因此凡是在地

上曾經與耶穌相遇的人，或多或少在他的生命上，必然是會有改變的。 

 

 今天，我們的似乎不可能好像撒該那樣，邀請耶穌來我們家中居住。但在基督教中，有一個

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當有人相信耶穌的時候，聖靈 —— 三位一體中的神，就會進到那一個

人的心裏居住。這種經驗說起來似乎是很神祕，但卻是非常真實的。試想一想，一個未曾相

信耶穌的人，往往對於罪來說，不會看為是甚麼的一回事，例如講大話、偷東西、仇恨、色

情、不孝等等。及至當相信了耶穌以後，他內裏的生命，便開始對上述所說的罪，產生厭惡。

這發生在內心的變化，在基督教中稱為「重生」。這種「重生」的生命，會帶來一個人在生

活上有莫大的改變；撒該就是一個最好的樣板。
 

 

 就正如白兔喜歡吃白菜和紅蘿蔔，但貓卻喜歡吃魚。這表明不同的生物，有不同的喜好和食

物。同樣，一個擁有神生命的人，他會開始對於一些屬靈的事物產生喜好，例如喜歡聽道、

和他周圍的人分享信仰又或者開始學習怎樣去禱告等。你若是剛剛相信耶穌的話，請留意，

在你生活上類似以上的情形，遲早也會在你身上出現的。 

 

3 觀點上的改變   

 在整個耶穌與撒該的相遇中，撒該只是說了以下一段簡短的話：「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

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然而這一段話，涵蓋了一個基督徒，最有力的見証。 

 

 我們在這一段先談論到撒該，主動要把他「所有的一半給窮人」。他是在什麼情況底下，說

出這一句話呢？ 

    

 這是正當眾人竊竊私語的去批評耶穌，說祂竟然到罪人家裏去住宿的時候，撒該便說出以上

的一段話。其實撒該可以裝作聽不見或若無其事，因為對方要批評的並不是他，乃是耶穌。

然而，撒該為了維護耶穌聲譽的緣故，竟然主動說願意將他自己所有的一半，分給窮人；這

實在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一個原本朝思暮想都是錢、錢、錢的人，現在為了耶穌的緣故，竟然放棄金錢。他若果不是

在精神上有問題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說，他看耶穌比金錢更為寶貴；這並非是一般人可以

做到的。 

 

 我們還記得耶穌曾經在不久，主動叫一個他所愛少年的官，把他所有的變賣去分給窮人。結

果那人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很富足8。可見這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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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簡短的一句「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但在背後卻包含了，撒該在很多觀點上，都開始

產生了一個變化。例如一般人來說，金錢雖然不是萬能，然而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但這

一個觀點，現今竟然被撒該所打破了！ 

 

 不但如此，一個人信徒因為接受了耶穌，都會在很多的觀點上，產生了不少微妙的變化。例

如對人生意義、事物的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態度、死亡的觀念和對真理的執著等等，這樣就

可以証明在他裏邊，已經擁有了基督的生命，然後才會有外表明顯的改變。 

 

4 責任上的改變  

 撒該不但用金錢去維護耶穌，並且他更願意去面對以往自己的過錯，來見証耶穌。所以，他

主動地表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他一方面承認了自己曾經訛詐過不少的人，這其實是一件很羞恥的事，但他卻肯真誠地去悔

改；而且還是在公開地進行，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另一方面，他又願意為自己以往虧負別

人，因而去作出賠償，這是勇於承擔責任的一種表現。此外，他所作出的賠償，更是遠超過

律法所要求的9。因為按照舊約的條例，一個人若果被人發現「行了詭詐，說謊起誓」10，他

就要「如數歸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還本主11」。 

    

 從撒該以上所作的，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在生命上改變者所應有的表現。就是要盡量、盡快

去處理以往一些虧欠別人的事。例如有不少的人曾經頂撞父母，可否在信了耶穌以後，向自

己的父母道歉呢？若果有人曾經借貸、或借用別人的東西，仍然沒有歸還的話，可否盡快把

它們歸還原主並且作出真誠的道歉呢？又或者特別要在工作上，可否效法撒該那樣，不要壓

榨下屬並且誠實地去面對工作呢？目的就是不論在家中或工作的地方，都要為自己所做的一

切，負上信徒應有的責任；能夠實踐這一種改變，是最能見証耶穌的！ 

 

結語 

雖然撒該認識耶穌不深，甚至是初相識。但是撒該因為接受了認識耶穌而帶來的改變，卻是鐵一般的

事實。縱觀他的改變，帶出了三個很重要的真理，他們包括： 

 

一 改變是即時的 

      每一個與主相遇的人，按照真理來說，他立刻就成為了神的兒女，並且會擁有神的生命與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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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未記六章5節 

 



雖然可能在外表上，沒有任何明顯的不同；但是在他裏面，新生命的特質，經已發動了。正如

一條剛出世的魚兒，當他離開母親的肚腹之後，並不需要任何學習與適應，便可以即時在水裏，

自由自在的游來游去了！ 

  

 照樣一個初信耶穌的人，不論他意識到與否，新的生命在他裏頭已經開始運作了。這是很多信

耶穌的人，都可以作見証的。 

 

二 改變是明顯的 

     一個剛剛信主的人，他所擁有的生命，是全新、簇新的。因此一般來說，他在生活上，是應該

有一種新的表現。而且這種改變，是可以很明顯的。撒該的改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論到這種改變的原動力，基本上是來自聖靈。原來當耶穌在升天之前，就曾應許祂的門徒，將

會有聖靈來接續祂的工作。聖靈是神，他會在人決志相信耶穌的時刻，便進入到人的內心，並

永遠住在他的心中。祂能夠給予我們一種渴慕閱讀聖經的動力、同時也會在禱告上，引導我們

去過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當然我們也可以恆常地，祈求祂賜予力量，去面對因新生命而來的

各種試驗與挑戰。 

 

三 改變是自願的 

     筆者在上面所提及的改變，是一種生命的改變，所以必須是從一個人的內心開始。對於好像撒

該一樣，他的改變是戲劇性的，例如他為了要回應別人對耶穌的批評，所以迅速地回答說：「主

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詐了誰，就還他四倍！」。但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的改變，

是漸漸地的。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然後我們才可以從他的生活上，看見有明顯地的改變。
 

 

      不論突然之間、抑或是漸漸的改變，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自願的。信仰原本是要使人得自

由，因為神從來也不會去勉強人的；相反，勉強得來的結果，也不是神所喜歡的。所以，一個

人在信了耶穌以後，不論在生命或生活上有所改變，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若果有人來到教會，只會聽聽道、學習如何在吃飯前去禱告，或者偶然遵守一些外在的規條，

那麼便以為自己是信徒的話，這豈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真正的信仰，是能夠令人在生命、生活上，有所改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