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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做事的法則 (十三)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一．路加福音 1：53「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1. 路加福音 12：16-21，無知的財主 

 神說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就是指這種人，他以擁有這麼豐富的財產就滿足了，他

對他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喫

喝快樂罷。」神稱這樣的人叫無知的人，因為他只是財物、田產豐富，可是他在神

的面前卻不富足。富足就是富有知足，本來知足是好的，我們說知足常樂，可是這

裏講的知足不一樣，這裏知足是他覺得我什麼都有了，我很夠了，我不需要神。神

說這樣的人要空手回去。 

 在路加福音 16 章中又說，財主死了以後，非常的窮，連一滴水都沒有，乾渴到一個

地步，求拉撒路用一滴水涼涼他的舌頭。這是說一個人在地上擁有很多的東西，他

引以為傲、引以為滿足，可是在神面前卻不富足，這樣的人神要叫他空手回去。 

2. 啟示錄 3：17-20，老底嘉教會 

 老底嘉教會自己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神就告訴他說：「你

知道你在我的眼中是怎麼樣呢？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然後神說：「你要跟我

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我們需要知道，火煉的金子可以叫我們真實的富足；

所以當你有一些很困難的環境、試煉臨到時，那會叫你富足。 

舉例：一個人為信仰而受逼迫，他的信心就富足、他的謙卑就富足。一個人可能在

經濟上受很大的熬煉，總是相當的緊迫，一天只夠一天的份；雖然看起來他在物質

上很缺乏，可是神會使他在信上富足。火煉的金子，可以熬煉出極豐富的信心。 

 神說：「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

見。」老底嘉教會因為瞎眼，所以看不見自己的貧窮；老底嘉是一個很富裕的地方，

所以他覺得發了財，一樣都不缺。聽說 San Jose 是全世界房地產很少跌的地方，即

使各地房價在跌，但在 San Jose 跌不多就又漲起來，實在有點像老底嘉教會。我們

要很小心，因為在這種地方，我們會不知不覺眼睛就瞎了，神說要向祂買眼藥擦你

的眼睛。 

 神說：「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為什麼呢？因為自以為富足的人他的表現，就是

15-16 節所說的：「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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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他必空手回去，因

為神要把他吐出去；神很不喜歡溫水，寧願你或冷或熱，祂常常要作分別的工作。

神不喜歡這樣的人：「祂是神，可是我卻不火熱的愛祂；或者祂是神，但又怎麼樣呢？」

這個叫不冷不熱，神說：「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否則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3. 一位醫生弟兄重生的見證 

 有一位宣教士到中國大陸宣教，她講完道以後就問人：「你重生了沒有？」有一位弟

兄是在一個基督化家庭長大的，他是一位醫生，品性很好，在教會裏也幫忙很多的

服事，而且他來聚會都坐在前排。可是這位宣教士問他：「你重生了沒有？」他就說：

「重生了！」宣教士就說：「話是對，可是聲音不對！」等一下又說：「你的眼睛是

死眼啊！」 

 在那個教會裏很多人一被這位宣教士問：「你重生了沒有？」就氣跑了。她就是知道

你沒有重生，所以一直要問你；有的人愈被問，老自己就愈起來，非常生氣，就說：

「我有沒有重生，關你什麼事？」這位宣教士就說：「有啊！當然關我的事，因為神

要我問你啊！」 

 感謝主，這位弟兄沒有因此就氣忿忿的走了，他就回去禱告說：「主啊！為什麼宣教

士說我的眼睛是死眼呢？主啊！我到底有什麼罪呢？我真的是瞎眼的嗎？請你光照

我！」結果神把他從小到大的罪，一樣一樣都演出來給他看，他的眼淚就流下來；

可是就在神把他所有的罪顯出給他看的時候，神也給他看見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血

一滴一滴的洗淨他所有的罪。他感動得眼淚一直掉，就深深地悔改，真實的重生了！

隔天他又去坐在前面，他要看宣教士還會不會問他：「你重生了沒有？」結果那個宣

教士就說：「你今天要作重生得救的見證。」 

 這個弟兄真實重生得救以後，他騎著腳踏車回去，一路上看見每一個人都是瞎眼的，

他的眼淚就一直流。他把腳踏車一放，就去拉著人說：「你要信耶穌啊！」結果那個

人就說：「我要怎麼信呢？」他說：「你跪下來跟我一起禱告，求耶穌洗淨你的罪、

赦免你的罪。」那個人就跟他跪下來禱告接受主，那天他就帶了好多人信耶穌。然

後這位弟兄回到家，一進門就跟他太太說：「太太啊！我對不起你，你這十幾年來一

直沒有重生，都是我的罪過，請妳赦免我，我現在已經重生了！」這位弟兄不但講

而且眼淚都掉下來大哭，他真實的憂傷痛悔，結果太太高興的不得了，發現她的先

生改變了，所以她也真實的悔改重生了。 

 這位弟兄他本來是富足的，因為他在很好的基督化家庭長大，家人都很愛主；他也

都去聚會，也奉獻，並且在教會裏有服事，可是他沒有重生。當他重生了以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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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飢餓，所以神說：「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可以從小聚

會到大，一直是空手回去的，可是當他被指責時，他就開始虛心下來了，他就飢餓

了、他就得飽美食。難怪在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寶訓，耶穌講到天國的律法，第一

條就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你要進入天國，第一個條件就是

要虛心，虛心就是靈裏貧窮、靈裏飢餓的意思。所以我們到底是富足的，還是飢餓

的，很影響我們到底得著的是什麼！ 

4. 在家中自以為富足的人 

 有一位基督徒，他的教會中有很多人都在聽「如何教養孩童」信息，別人也介紹他

聽。他說：「喔！我不必；因為我的孩子都很乖。」可是教會的主日學老師一個個都

說：「他的孩子好有問題哦！整個班上就是他的孩子最難教、最有問題。」有一些父

母當主日學老師跟他講，他的孩子有一些要注意的，他就被冒犯了，因為他覺得你

講我的孩子就好像在講我，表示我沒有教好。其實別人來跟你講是鼓起勇氣，是為

你和你的孩子著想，才跟你講的，你不要覺得被冒犯，你應該覺得很感激。很多孩

子在父母面前是一個樣子，在父母背後又是完全另外一個樣子，所以當老師或者別

人告訴你的時候，那一定是真實的，你要虛心下來。你不要覺得那麼富足；覺得不

會，我的孩子都很乖、沒問題的。 

 台灣的簡春安教授講到夫妻間的相處，他就說為什麼這麼少弟兄來參加，大部份都

是姊妹，因為很多丈夫都覺得，我的家很好沒有問題，太太都乖乖做飯、都聽我的，

我家沒有問題。他不知道事實上暗潮洶湧，很多太太已經一直在等著孩子快點長大，

就準備離婚。很多丈夫就是覺得自己富足，在家裏是霸王，所以到老了，他必空手

回去。反過來很多妻子也是這樣，覺得我只要一兇，我先生就聽我的；只要我罵一

下，我先生馬上順服我，我先生絕對不會有外遇，他都很聽我的。她不知道這也是

一樣暗潮洶湧，先生早就一直在忍，到一個地步說要分手就堅持要分手。妻子再怎

麼說：「對不起，好啦，我現在願意溫柔，我現在願意順服你，我願意尊你為頭」，

已經沒用了，因為外面願意順服他的人多得很！ 

 神做事的法則就是這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裏，祂要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

高。所以在家中不要有某一方特別的有權柄，兩方要平等一點比較好，如果永遠都

是某一方佔上風，另一方永遠都是聽他的，他就像王一樣；無論是男的或女的，風

水會輪流轉，真的到一個地步會 180度轉過來。所以我們都不要作那個有權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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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常常作那個卑賤的、低下的。 

 神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很多人覺得他在婚姻上很富足，因為我在家是“ 王” 、是

“ 老佛爺” 、“ 慈禧太后” ，或者我在家是“ 希特勒” 。你如果覺得自己是這個樣

子，要留意你已經在富足的狀況底下，你自以為富足，神說你是瞎眼的。神愛你，

神說祂所愛的，祂必責備管教，祂不會一直讓你當王的，祂不會一直讓你當慈禧太

后的。你一定要柔軟低下來，否則你會空手回去；到時候什麼也沒有，配偶也沒有、

孩子也沒有。我們絕對不要用我們的脾氣、我們的使性子、我們的要脅來勝過對方。

不，我們永遠只有用基督的愛、基督的謙卑來勝過對方。主耶穌的謙卑、祂的愛無

往不勝，只有這個是真實的得勝！ 

 有一對夫妻非常相愛，因為他們兩個都是飢餓的，為什麼飢餓？因為很虛心，所有

有關夫妻的教導，他們兩個回去都照著做。有一天我問那位弟兄：「你進步好多啊！

你是怎麼改變那麼多的？」他說：「沒有，我覺得我學的還不夠，我還要更認真的學

習，怎麼去愛我太太。」「那你轉變的關鍵點在那裏？」「轉變的關鍵點就是，我發

現婚姻是很需要學習的，其實比修博士還要難、還要深奧，這需要用心去學習的！」

所以這個像木板石板的人居然可以變成這麼柔軟，這麼體貼他的太太，他就是很虛

心。所以一個丈夫或一個太太，如果常常覺得愛對方還不夠，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

習，你就知道，他們前面的幸福，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再更幸福。可是如果一個

丈夫或一個太太說：「我對對方已經夠好了，我看很少太太會像我對先生這麼好、這

麼順服的。」或是：「很少先生像我對太太這麼好，我已經對她很好了。」那就表示

他們到此為止，沒有辦法再進步了。這叫富足的會空手回去，神要叫飢餓的得飽美

食。 

5. 路加福音 18：9-14，法利賽人和稅吏 

 這裏講到一個富足的、一個飢餓的一幅圖畫。那個法利賽人，所有在宗教裏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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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他都有了，所以他覺得很富足，他站著自言自語的禱告（我們要留意，我們的

禱告不要自言自語，禱告是在對神說）：「神啊，我感謝你，你看我不像這個人、我

不像那個人，這麼不冷不熱。你看我，我有這樣、我也有那樣。」可是另外一個飢

餓的人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憐憫我，我需要你的恩典。」就是這樣，結果回家去這人比那人倒算為義了，所以

那個富足的就空手回去，這個飢餓的就得飽美食，他算為義了，這就是神做事的法

則。 

 有兩個基督徒 A 跟 B，A 基督徒他在教會裏有服事，對人很有禮貌，很懂事，跟人

很會禮尚往來，看起來各方面都很好。B 基督徒卻是很明顯的脾氣很大、說話很衝；

比較驕傲、狂妄、而且自私。可是 A 裏面常常會覺得：「這人怎麼這樣，到現在都

還不改！」B 他只要有機會，一聽到教導就悔改，再聽到教導他就再往前去。A 還

是停留在他天然人的好，天然人的好，真的很攔阻人進天國，所以將來我們到天上

去，你會發現天堂一大堆大罪人。因為大罪人比較飢餓，他很清楚知道我那裏不好，

可是那些世人看為品德蠻好的人，他常常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貧窮，沒有意識到自己

的瞎眼、困苦、可憐。都不在乎我們外面的行為怎麼樣，富足不是你外面所擁有的，

不管你的宗教行為、宗教知識有多麼豐富，什麼時候你不飢不餓那就是你已經自以

為富足了。 

6. 路加福音 7：36-47，有罪的女人 

 這個法利賽人請耶穌來吃飯，不是渴望耶穌多對他說話，他就像個旁觀者在那兒評

判：「祂如果是個先知，祂應該知道這個女人是什麼樣的女人，是個有罪的女人。好！

我要來看看祂是不是個先知。」他要來審判、要來分析、評判祂是不是個先知，祂

會不會看人，祂會不會知道人的隱情。所以當主耶穌問他問題的時候，主耶穌說他

斷的不錯，可是耶穌來到這裏，他除了請祂吃飯，沒有其他別的愛的行為！ 

 這個有罪的女人，她站在耶穌的背後，那麼卑微，挨著他的腳，眼淚濕了耶穌的腳，

就用自己頭髮去擦乾，然後又用嘴一直去親耶穌的腳，香膏是一個女人最寶貴的，

她覺得也只配抹在耶穌的腳上，那麼地貧窮、那麼地虛心，結果耶穌說她許多的罪

都赦免了，為什麼？因為她的愛多。就是說：她為什麼會對耶穌那樣充滿了愛、細

膩、虛心的在服事，因為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你知道嗎，不是因為她去服事，所

以她才赦罪，是因為她有這個愛的行為表現，就證明她有許多的罪都已經赦免了！ 

 那法利賽人雖然有許多宗教的知識，可是他請耶穌來吃飯就只是吃飯，他沒有虛心

的、很謙卑的在各方面很細膩的去服事耶穌。這表示他許多的罪還沒有得著赦免，

他有被赦免一些，但是被赦免的很少，因為他很富足，他不覺得他需要被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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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我們對耶穌沒有那麼細膩、那麼體貼、無微不至、虛心的一直要去服事祂，

就表示我們的赦免已經少了。因為我們最近覺得很富足，我不需要耶穌赦免，我最

近有晨更、靈修、有等候神；還做了很多飯給人吃；我還帶敬拜、帶查經，講的也

叫人很得幫助。什麼時候我們富足，一定要快一點知道我裏面已經失去了饑餓。 

 你知道嗎？有的時候屬靈產業的豐富，會教我們富足起來，以致於我們又變成空手

回去。你會發現常常一個教會本來產業很豐富，例如：他們的屬靈書刊，不論是書

或錄音，很教人得幫助，產業很豐富；可是漸漸的，人就開始覺得富足起來，然後

他們就漸漸空掉了，就空手回去了。我們永遠沒有任何外面的東西可以成為我們的

富足，在神眼中的富足都是裏面的，就是我常常很饑餓，這樣的人在神眼中就是很

富足的人。 

 神實在愛我們，神對老底嘉教會特別說，神所疼愛的神必管教。在以弗所書說凡事

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神愛我們，所以有時會藉著人給我們責備，可是當我

們被責備的時後，我們就說：「不會吧！我沒有像你說的那麼可怕吧！我沒有那麼

差，我還可以啦！」這就是富足。 

 有一個姊妹本來很驕傲，後來婚姻發生變故離婚了。等到她信了耶穌，她就對耶穌

如饑如渴，每天可以從早一直坐在主的面前讀聖經、親近神；都沒有人教她，她就

這樣一整天活在神的同在裡。為什麼？因為饑餓了好幾年了。有一些婚姻沒有外遇

問題，夫妻也都在同一個教會，都還不錯，就彼此常常為一些細小的事情非常的計

較，然後就生氣，為什麼？因為很富足，富足就使我們整個人高升起來，老自己就

很大。而那些先生有外遇的、離婚的，或者太太有外遇的，他們真的非常的虛心倚

靠主、非常的渴慕主，他們裏面就一直在信上富足、在耶穌的愛裏面富足、在謙卑

裏面富足，在神的面前他們真是富足。在人的眼中他們好像是可憐的，沒有丈夫或

者妻子沒了，但是你會發現，他們在神眼中是極其富足的，所以我們很需要明白神

做事的法則。 

 

二．結語 

 我們很需要求主真的把那個饑餓一直賜給我們，我自己讀路加福音第七章已經不知道讀

了多少遍，可是我前天讀到這裡，這個女人她每一個動作，那麼深深進到我的心，我說：

「主耶穌我也要這樣子，這麼虛心、這麼細膩的來服事你。」我們永遠不要覺得我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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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否則就會服事的很粗糙；服事就是一直把香膏澆在耶穌的身上，這就是一個饑餓的

人。 

 詩篇 18：27「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聖經裏講祂的

救恩是為困苦人預備的。所以你如果富足、你如果高傲，神必使你降卑，神必使你空手

回去；可是如果你覺得你很困苦、你很饑餓，你是有福的。 

 留意不要因著困苦使我們裏面產生苦毒，就像我剛剛講到一些配偶有外遇的，向著神而

去，她就饑餓，就一直得著真實的美食；可是另外有些人因著另一半有外遇，就落在自

己的苦毒裏面，成為無止境的痛苦。所以你可以有兩種反應，但你要向著神而去，我告

訴你，所有的困苦都要成為你極大的祝福，你就天天有美食可以飽嚐！ 

 另外呢，我們一定要留意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裏，什麼時候主祝福我們，給我們富足一

點，我們要再變為饑餓，不要一直停留在外面的這些富足上面，否則我們會空手回去。

如果你裏面沒有饑餓，你可以跟主求：「主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居然這麼富足，

一點都不餓。主啊！求你來吸引我，加添我的渴慕；還有光照我。」神說：「你要悔改。」

悔改你就饑餓了，悔改你就發熱心了，要為自己的不冷不熱悔改，你就可以富足起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傳福音最有功效的地方在那裏？在醫院裏面。在台灣有一些將軍，你去他

家跟他傳福音，他會把你趕出去的，但是等到這些將軍住進醫院，哇！你去傳福音，他

高興得不得了；不管什麼將軍，只要一到了醫院，他整個人就饑餓了，不是腸胃饑餓，

而是靈裏就謙卑下來，那時候耳朵就開通了。所以困苦可以使我們的耳朵開通，可是神

的目的是要把我們帶到豐富之地，我們不需要等到進了醫院，耳朵才開通；我們最好平

常誰都可以跟我們說話，這就是一個饑餓的表現。不冷不熱、很飽這都是富足的表現。 

 饑餓多麼美，你只要饑餓一定吃得到美食，這是神做事的法則。我們需要知道「虛心的

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如果神跟我們講話，我們已經耳聾聽不見了，神又差

派人來跟我們講，我們不要覺得：「還好吧？我沒像你說的這樣！」那我們真是眼瞎的

不得了！不但耳聾還眼瞎了。所以我們要求主，真的要開通我們的耳朵，明亮我們的眼

睛，把那個饑餓賜給我們，好叫我們天天得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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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做事的法則(十三)作業 

 

1.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這裡的富足是指什麼樣的富足？ 

2. 啟示錄所說的不冷也不熱，是什麼樣的情形？您現在的光景是什麼？（冷？熱？不冷也

不熱？） 

3. 如果您已經是基督徒，又被人問：「您重生了沒有？」您會如何反應？這位弟兄真實重生

得救以後，有什麼改變？ 

4. 當主日學老師跟您講，您的孩子有一些要注意的，您會不會覺得被冒犯了？或者不相信

老師說的？ 

5. 您在家是作“王”嗎？是“慈禧太后”，或者是“希特勒”？ 

6. 您會不會覺得，您對您的另一半已經夠好了，而且很少先生（太太）像我這麼好？還是

您覺得還有許多要學習的？ 

7. 您近來對耶穌，有沒有那麼細膩、那麼體貼、無微不至、虛心的一直想要去服事祂？ 

8. 神眼中的富足是什麼？ 

9. 您有經歷過困苦嗎？是讓您更謙卑，還是產生苦毒？困苦可以使我們的耳朵開通，神的

目的是什麼？ 

10.您對耶穌飢渴嗎？您可以為這個呼求！ 

11.背聖經：詩篇 18:27，路加福音 1:52-53。 

12.建議詩歌：頌讚詩選 334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