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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太七：15~23  

這段經文，是耶穌教導門徒如何防備教會裏的

假先知，透過「兩種果樹、兩種結果」，來分

辨那些人是真正屬神的兒女（麥子），那些人

則是「混進來」的稗子。耶穌擅長使用一般人

都聽得懂的比喻，也通常會加上使用「極端的

對比」，來解釋天國深奧的道理，這裏耶穌舉

的例子就是「果樹結果子」。 

 

一、憑著一個人所結的果子，可以準確的認出

那人： 

「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

認出他們來。荊棘上豈能摘

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

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

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

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

能結好果子。」（v16~18） 

「所以，憑著他們的果子就

可以認出他們來。」（v20） 

 

二、好果子與壞果子，命運

大不同：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

（v19） 

如果對照約翰福音 15章 1~2節：「我是真葡萄

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

子結果子更多。」、v8「你們多結果子，我父

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這

裏對於結果子的三種結局： 

（一）不結果子：剪去、砍掉 

（二）少結果子：修剪 

（三）多結果子：榮耀父神 

 

三、誰是「主不認識的人」與「作惡的人」？ 

再回到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穌舉例有些人想

要跟耶穌攀關係，但主卻不認識他們：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

能都進天國…，當那日必有許多人

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

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

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v21~22） 

主卻對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

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

吧！」（v23） 

 

聖經上不是說：「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嗎？」但顯然真正求告主

名，真正得救的人，不會只在口頭上稱呼「主

啊！主啊！」，這裏耶穌另外給我們一個重要

的線索。從上下文來看，誰才能夠進「神的國」？

v21「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那

麼這裏遵行天父旨意指的又是什麼？從上下文

http://www.galile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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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指的就是那些「結好果子」的人。 

 

進一步來說，凡不結好果子的人，就是「作惡

的人」，就是「主不認識的人」！就是主要責

備「離開我去吧！」的人。 

 

四、主憑果子認人 

聖經也明明警告我們，教會裏面可能會出現「假

先師、假教師、假弟兄（稗子）」，從外表上

我們很難分辨，但是主卻能從果子上分辨出

來，甚至主也教導我們學習「用生命的果子來

分辨」，而不是用「宗教律法、儀式、外在的

服事」來分辨。耶穌曾用比喻說有一個法利賽

人，站在那邊自言自語地禱告說：「神啊，我

感謝祢，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

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

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路 18：11~12）結果

耶穌責備的不是誠實悔改的稅吏，而是這個驕

傲的法利賽人。 

 

太 7：22也有些人自誇：「主啊，主啊，我們

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

行許多異能嗎？」主卻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所以很顯

然的，主是「憑生命的果子」來認人，而不是

憑著宗教的活動、儀式、服事來認人。差別在

那裏？我們可以作個結論說： 

一切的讀經、禱告、聚會、奉獻、服事…，都

是為了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與神建立親密的

關係，結出果子，而不是為了累積自己的宗教

功德，好向神邀功或是換取祝福。如果一切屬

靈的操練與事奉，並沒有結出「生命」與「關

係」的果子，那麼就會把人帶往「使人更驕傲」

的「宗教死路」，離神越遠。一切屬靈操練的

目的，都是為了與神建立關係，屬靈生命成長；

同時也可以是生命成長所結的果子：更愛神，

更多服事神！ 

 

五、什麼是果子？ 

既然結生命的果子如此重要，那麼生命的果子

到底是什麼？我個人覺得耶穌在這裏強調的，

是「個人屬靈生命的改變與成長」，也就是「聖

靈的果子」，同義詞包括：「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叫

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就預先定下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這所有的意思，

都是同一個，就是聖靈藉由「萬事互相效力」、

「試驗與得勝」，要在我們新造的生命中，塑

造滿有「基督的性情」：愛、喜樂、平安、信

心、忍耐…，總結就是「活出基督」。正如有

位牧師常說的：「我們不是要去『做』基督徒，

而是追求『活出基督』。」 

 

再簡單一點來說，生命的果子，是否反應在我

們真實的「相信神」、「愛神」、「愛人」嗎？

而不是專門在「我讀了多少聖經？禱告幾小

時？一週聚會幾次？傳福音給多少人？…」一

個真實信靠神、愛神愛人的基督徒，他的讀經、

禱告、奉獻、服事，全都是「甘心樂意」、也

都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做的，絕不是應

付教會牧師的要求，而是被神的愛激勵，被聖

靈充滿幫助。若是心中沒有信心與愛心，那麼

我們一切的讀經、禱告、聚會、奉獻…，就會

成為沈重的重擔包袱，不斷活在律法的控告裏

面，直到靈性逐漸枯竭，沒有喜樂，沒有生命。 

 

六、「關係」與「生命」 

太七章中，耶穌對不結果子的人說： 

（一）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就是與神沒有「關

係」 

（二）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沒有果子，就是

人裏沒有屬神的「生命」 

 

「關係」，就是要信靠神、愛神，與神有「信、

望、愛」的關係。 

「生命」，也就是「因信稱義」入門，然後不

斷成長，生發出愛神愛人的心：「惟獨使人生

發仁愛的信心才有功效。」（加 5：6）屬靈生

命的品格，是能夠不斷成長的，就如：羅 5：

3~5「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

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彼後 1：5~7「正因

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



 - 3 - 

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

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

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 

眾人的心。」 

 

七、是「生命與關係」？還是「宗教與律法」？ 

今天許多教會過度看重一個人「宗教的外貌與

服事的表現」：「你讀經讀了多少？禱告多久？

奉獻多少？聚會幾次？傳福音給幾個

人？……」，但幾乎很少看重一個人「屬靈生

命的內涵」、我們行事為人的「動機與態度」，

到底是出於感恩、愛神愛人、甘心樂意？還是

出於錯誤的爭競比較、律法轄制、恐懼壓力…。

服事主的人，應該透過服事幫助

自己與他人，走屬靈生命成長的

道路，而不是走到「宗教律法」

的死路；前者靠聖靈、靠恩典、

擁抱「神兒子的靈」，享受真自

由真喜樂！後者靠肉體、行律法、被「奴僕的

軛轄制」，活在宗教與轄制之中。 

 

我曾經誇獎過軍中的學弟：「你裏面有個愛神

的心」，結果他很感動，也很驚訝。因為他很

少聽到有人看到並讚美他內心隱藏的態度，而

大多是誇獎他的「表現與成就」。這也提醒我，

我們今天服事神，服事人，到底是使自己，或

是使我們所服事的對象，走到那一條路上去？

是生命的活路？還是宗教的死路？我們看重的

到底是「你做了什麼？做了多少？」還是「你

為何而做？你裏面的光景？你為何而活？又活

出什麼？」傳福音的「人數」不是目標，先追

求自己先有對的生命果子，才能「生命影響生

命」，幫助別人能夠活出結果子的生

命！方向對了，努力才會有價值，基

督徒的標竿，就是使我們的生命能夠

「活出基督」！也幫助別人一起「活

出基督」！      

 

 

2022-0323 日靈修 QT                        文/琳耀 

【經文 --  路加福音 23：4，9】 

4 彼拉多對祭司長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

麼罪來。 

9 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 

 

【默想】 

耶穌是聖潔無暇、無可指摘的完全人，彼拉多當

然是不可能在耶穌身上查出任何的罪狀，即便受

到了誣陷、威嚇，耶穌仍是靜默不語，交託給神！ 

 

【應用】 

祭司長和公會欲定罪耶穌、並透過官長的手來達

成目的，耶穌輾轉地被送到希律的手中，面對指

控和恫嚇，耶穌一句話都不說，因為他知道這一

切都在神的手中，唯有把自己全然的交託給神。 

基督徒也會有遇到冤屈、不實的指控甚至是被質

疑的時候，世人一般都會極力捍衛自己的權益、

力爭到底，乃至對簿公堂，而耶穌確是靜默不語、

不爭辯，單單仰望神、尋求神的心意，得著內心

的安息和平靜。 

 

【禱告】 

慈愛的天父，祢給了孩子很好的榜樣，也求主幫

助孩子不要效法這個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變

化，察驗主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當面對

指控、莫須有的威嚇也不用感到氣憤、恐懼，總

要靜默不語、禱告尋求主的心意，而主的同在勝

過一切的爭辯和反擊，主掌權、仇敵絕無法得逞，

禱告是奉告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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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代禱  

◆ 為國防部邱部長，陳參謀總長等高層將領禱告，祝福他們為國軍制定正確的政策、方向，帶領 

  國軍恢復榮耀形象。祝福每單位的基督徒都可以2-3人用line彼此代禱，也為單位祝福代禱。 

◆ 111年軍校生聯合退修會，大會主題：榮耀與傳承。時間：2/26(週六) 

地點：中華電信板橋訓練所，圖為大合照 

 

◆【徵人啟事】加利利傳道會南部同工一名，關心【軍中職場宣教】，並對軍人福音聖工有負擔，對

軍校生服事有年輕的、活潑的心志，具團隊服事的生命。 

黃埔真愛團契   

◆ 為了現在的門徒可以持續被建造；以及繼續去帶門徒，也求神預備願意成為門徒的人。 

方舟團契： 

◆為海官學生團契有定期的聚會。新的學期方舟學生團契有新學生加入，並開始新的團契聚會。 

羔羊團契: 

      ◆在團契各年級學生中，求興起愛主的基督徒，也穩固每個人靈修生命！ 

風嶺團契： 

◆ 為團契有更多基督徒學生加入團契禱告。 

彩虹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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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興起各年級基督徒渴慕的心，也為新生的基督徒能進入團契一起聚集。 

積穗團契：  

◆ 求神復興管院團契，祝福團契穩定有新的團契主席。 

 種仔團契： 

      ◆為學校團契可以重返校園聚會代禱，求神顧念學校這些國、高中生的靈魂。 

肢體關懷消息  

醫治     

1. 為(紀)昱宏弟兄禱告:為妻子瑞芬希望癌細胞都能有效治療及抑制，求主醫治且恢復健康。 

2. 為智億弟兄禱告：其岳母因癌末目前在家安寧照護中，有居安寧護理師來家中照護，求主使岳

母，更清楚的抓住天國永恒的盼望(已受洗)，信心得堅固。 

3. 為淳仁弟兄禱告：妻子珮榆其母親因洗腎治療外籍看護至5月底，需要一位外藉看護求主預備。 

4. 為家仁弟兄禱告：日前因車禍摔傷，目前逐漸康復中、但體力仍差，求醫治的神全然眷顧康復。 

5. 為智遠弟兄禱告：4/1因眼睛疾病須要開刀手術，求醫治的神親自保守看設。 

 

家庭 

6.為美聿姊妹禱告：其父親於3月初安息主懷，求慈愛的神以祂的雙手親自擁抱及安尉家人，。 

7.為宗緯弟兄禱告：感謝神，本月中旬妻子懷孕，求神保守懷孕期間一切都平安。 

8.為孟杰弟兄禱告：感謝神妻子懷孕頭胎小孩，預產期為七月份，求神保守懷孕至生產，滿有恩惠。 

    9.為亞倫弟兄禱告：感謝神月初，妻子產一女兒，求神祝福亞倫的家庭生活及部隊工作。 

    10.為志綱弟兄禱告：感謝神，近期妻子複診後，肝臟腫瘤變小，感謝耶和華拉法的神保守一切。 

 

工作 

   11.為保瑞弟兄禱告：現與駿銘弟兄在同一單位，求神保守他們在職場上為主發光。 

   12.為立恩弟兄禱告：目前在某軍校，接受指英文語言的訓練，求神賜智慧提高學習的成果。 

   13.為明琮弟兄禱告：感謝神本月份分發至某旅任職旅參謀職務，求神在新的職務上賜福保守。 

   14.為宥綸弟兄禱告: 感謝神，北投英儲班的訓練順利結業，神賜語言的恩賜，使他的學習不斷提升。 

   15.為願丞弟兄禱告：近日調旅部參謀，有許多新的業務要學習，求神在的職務賜下新的恩膏。 

   16.為煥淞弟兄禱告：已經在本月初光榮的退伍，目前在接受新職務的職前訓練，求神看顧受訓。 

   17.為志強弟兄禱告：近期因為戰備整備的需要，在工作職務上需要多費心，求神賜下智慧達成任務。 

   18.為志偉弟兄代禱: 本月份調某高司單位，求在新的職務上，求神賜下能力提昇國家戰力。 

   19.為苡庭姊妹禱告：目前正在某軍校受士官正規班，求神保守在學校的學習，提昇本職學能。 

   20.為茂恩弟兄禱告：為單位最近單位幹部多數支援，連上留守人力吃緊，求神賜恩保守任務執行。 

   21.為俊維弟兄禱告：求神賜智慧及學習能力，在軍中為神作光作鹽，在教會服事盡心盡力。 

   22.為汪帝弟兄禱告: 目前學習開始有大量學習的壓力，希望能有智慧克服各種考核，建立自信。    

   23.為浩棟弟兄禱告：目前正在基地訓練，為在體測及戰技上，都能提昇，圓滿完成演訓代禱。 

   24.為偉珉弟兄禱告：目前雖正在基地訓練，在忙碌時間求有正常的靈修生活，在職務上為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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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使軍人事工得以推展》 

111年02月收支摘要與奉獻徵信 

聖工收入:        217,300 
軍校生退修會收入  36,500 

聖工支出:       143,427 

為法詢奉獻：       3,000 
軍校生奉獻:       31,000 

   人事費        ： 72,100 
   事工費        ： 16,333 
   行政雜支      ： 10,650 
   軍校生退修會支出: 44,344              代轉奉獻  ：    11,500   

蔡哥代收奉獻:   1,500    
程玉代收奉獻:   3,000 
石開代收奉獻:   2,000 
毅弘代收奉獻: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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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航  2,000/朱炤廉  2,000/ 姚光華 2,500/王智億 1,000/  

主知-王20,000/盧煥淞    500/ 沈立忠 3,000/李武耀   500/   

林凱揚  2,000/李健華    400/ 林章樸 1,000/陳美聿   500/   

馬榮吉  1,000/羅耀琳    600/ 高振航 5,000/游重山   700/   

范美翠  1,000/陳品全    300/ 劉毅弘 4,000/黃  皓   200/  

游子雯  1,000/張孫健    500/ 白淳仁 1,000/戴嘉儀   500/   

王平康  2,000/王為軒    500/ 陳昶翰 1,500/主知安   300/   

李盈碩  1,000/吳庭志    500/ 陳湘君 1,000/李銘偉   500/   

莊紀源  2,000/顧家安    700/ 陳楷麒 1,000/徐文章   300/   

余宣佳  1,000/謝懿宣    500/ 陶國禎 1,000/蕭麗娜 1,000/   

黃基禎  1,000/邵智君  3,000/ 郁瑞麟 3,000/廖石開 4,000/   

黃俊維  5,000/葛瑞絲  2,600/ 黃明哲 2,000/聶偉恩 1,500/   

許勝宏  1,500/江昱佑  2,000/ 曾志華 1,500/陳志文 3,000/   

黃晨洋  1,500/張浩融  5,000/ 張約翰 1,500/賴家榮 1,500/   

陳翊方  1,500/許宗瑋  2,000/ 許楊聲 1,500/徐泓智 1,500/   

周義超  1,500/黃華山  1,500/ 林鼎鈞 1,500/周青琳 1,500/   

鄧智華  1,500/徐郁羚  3,000/ 潘誌宏 2,000/吳沛陵 5,000/   

田家綸  6,000/廖昶紅  3,000/ 王維琴 2,000/曾威智 1,500/  吳鎧伊  7,000/丁肇鉅  1,500/ 陳健維 2,000/劉慶元 3,000/   

黃博裕  5,000/陳志偉  6,000/ 陳慶航 3,000/李明翰 2,000/  黃建雄  3,000/蘇修勇  1,500/ 鄭擇宗 3,000/主知強 1,500/   

月遵魁  2,000/唐守道  1,500/ 翁茂恩 1,500/吳諾亞 1,500/  黃保瑞  1,500/劉尊仁  1,500/ 謝乃軒 1,500/廖石開 9,000/  

陳挺生  5,000/李銘偉  1,500/ 陳宏文 1,500/朱定川 1,500/  張志綱  1,500/曹翔皓  1,500/ 郭昱呈 1,500/李昆翰 1,500/   

楊心蓮  1,500/蔡佳恬  3,000/ 陳宗壬 5,000/柴瑞蒲 3,000/  陳啟勝  2,000/張志君  2,000/ 傅嘉智 4,000/曾世傑 1,500/   

鄧學賢  3,000/李世敏  1,500/ 唐從文 3,000/主知-華8,000/ 榮光團契6,000/ 錫安堂教會2,000/  

※《為法詢專案》主知名75  3,000/ 
※《軍校生退修現場額外奉獻》 
江武駿13,500(1月)/李亞明 3,500/游子雯 7,000/劉毅弘 1,,500/ 

加利利傳道會111度預算及募款進度                     

年度預算 已得之奉獻 百分比 尚差金額 

2,500,000 533,700 21.35% 1,966,300 

 

 

                        

1.郵局劃撥帳號：1514 6314 (需到櫃檯寫劃撥單) 奉獻戶名：基督教加利利傳道會   

 2.★ATM 轉帳★︰ ATM 轉帳:合作金庫(銀行代碼 006)，帳號 0080-717 402 620 ( 13 碼) 

轉帳後煩請來電 2913-7225 告知 a.姓名、b.奉獻金額、c.轉帳後 4 碼，謝謝您! 

您可以為加利利傳道會奉獻： 

(1)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一(2)每年的年終考績獎金的十分之一(3)為事工感動奉獻   

 (4)十一奉獻(12月中一個月)  

加拉太書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