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NECESSITY OF WEAKNESS 

軟弱的必要性 

「弟兄們, 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 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 神的奧祕.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 並祂釘十字架. 我在你們那裡, 又軟弱, 又懼怕, 又

甚戰兢. 我説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

人的智慧, 只在乎 神的大能. 」(林前2:1-5). 

使徒保羅憑著他自己的見證, 軟弱的站在眾人當中. 然而可論證的就是, 他遇見主之前, 曾經憑

著他自己的才幹, 在他的同儕當中, 顯為最剛強的. 他描述他自己從前的生命為非常嚴謹; 也就

是說, 從當時才高八斗的人領受教導, 超越像他一樣以宗教來提升自己的人(參看徒22:3, 加

1:14). 保羅甚至說他自己「就律法上的義說, 我是無可指摘的. 」(腓3:6). 他何等樣的大大誇

耀自己! 彷彿如今有不信主的人自稱說: 「據我所知, 我在思想, 言談, 眼目上都毫無邪惡. 我

的行為也一概按照我認為 神在我身上的旨意. 」 

保羅歸信主之前, 顯然剛愎自用, 而且成功. 於是, 我們問自己說: 「為甚麼保羅信主後, 看自

己為軟弱呢? 為甚麼比起他從前的光景, 他寧可軟弱呢?  

在軟弱中的誇耀  

保羅透過哥林多後書, 論到他曾經被提到第三層天上; 他在那裡聽見了他無法言諭的言語(參看

12:24)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 就過於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但的差

役要攻擊我, 免得我過於自高. 」(林後12:7). 換言之, 免得這成為全然關乎我的, 免得我因我

自己的力量, 而心高氣傲. 畢竟, 這就是人性的光景. 人墮落的性情總是要自吹自擂的. 

聖經記載, 保羅因他身上這根嚴重的刺, 而求 神將之除去. 然而, 主回答説: 「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保羅) 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凌辱, 急

難, 逼迫, 困苦, 為可喜樂的; 因我甚麼時候軟弱, 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林後12:9-10). 

保羅學習誇耀一切遭遇, 好讓他不斷全然倚靠 神. 他甚至曾經見證說: 「我們從前在亞細亞遭遇

苦難, 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林後1:8). 換言之, 我們都以為自己

不會渡過難關. 事情如此的困難! 

或許你現在感到生活正是如此. 天天上班時都聽見周遭同樣的閒言閒語, 是很困難的. 回到同一

間空的公寓裡, 或者為著你已離開, 肢離破碎的家庭而爭戰, 也是困難的. 一切都是如此的困難.  



 

因此, 我們都必須像保羅一般, 學到我們可因主而得著力量, 而這是人的才智或努力所不能及的. 

然而, 這是驕傲的所得不著的, 因為 神抵擋驕傲的, 但賜恩給謙卑的. 若你要被 神使用, 就必

須首先發現這真理. 

仇敵甘拜下風 

很不幸, 人類通常都會藐視軟弱的. 我們看見有史以來人們往往會棄絶純一不雜的信仰, 而傾向

於更實際, 滿足自己的事物. 

比如, 我們從舊約聖經讀到 神親自引領以色列人. 雖然如此, 人對靠單純不雜的信仰而行事, 感

到厭倦, 而希望跟隨更肉眼可見的. 他們想有自己可引以為榮的人, 便去見撒母耳, . 基本上說: 

「我們要像列國一般, 有一位王. 我們有 神, 但現在卻希望有人領導. 我們要敬拜那肉眼可見的

. 」(參看撒上8:4-5). 

於是, 神賜給了他們掃羅王. 他既英俊, 又比人更魁梧, 人們便歡呼起來. 可是, 他們所得的是

個戰略家, 而不是個尋求 神的人. 雖然掃羅起先略略接受屬靈的事情, 至終是個思想家, 即主要

靠他自己的理性來白手起家  

掃羅當然曾經多次得勝. 他打敗了亞瑪力人; 他的軍隊訓練有素. 直等到以色列人突然面對了歌

利亞, 萬事都彷彿穩妥. 每個人, 包括掃羅, 都知道他們憑他們自己的力量無法戰勝他. 

我能想像以色列人頂盔披甲, 看著他們比人身材魁梧的君王(代表他們倚賴人以力量和聰明才智來

領導他們). 可是, 掃羅只好像其餘的人一般, 渾身打顫. 後來, 人們開始尋找磐石洞穴來藏匿起

來. 他們預表了這世代難以向前邁進的信徒.. 許多人都想到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來渡過未來的

風暴. 「我要如何, 才不會在市場上受逼迫呢? 我怎能敬重傳統的婚姻或神聖的生命, 而不受詆

毀, 或被解雇呢? 」 

當時, 這巨大, 口出狂言的大敵每早晨都出來向以色列的軍隊罵陣, 説: 「你們要服事我們. 你

們沒有機會取勝! 」(參看撒上17:8-9). 在物質領域裡, 這是千真萬確的. 沒有憑己力的是站在

對山的大敵的對手. 同樣, 你我若以人的理性和熱忱來極力與這時刻的黑暗勢力爭戰, 就會發現

我們力不能勝. 

神所顯示的力量  

好消息就是 神的子民每逢看似敵不過仇敵, 神就會在他們的軟弱中彰顯力量. 至於掃羅和他的軍

隊, 神透過一名青少年人彰顯了祂的力量. 有一天, 年輕的大衛奉父命, 帶著餅和奶酪, 到以色

列的軍營去探望他的哥哥. 當時, 大衛以與 神同行的身份而來; 他為著 神的榮譽而大大的熱心. 

也就是說, 這是你我最必須的! 請謹記, 這並非關乎我們能為 神成就甚麼, 乃關乎 神透過我們

來榮耀祂自己的聖名, 能為祂自己成就甚麼! 

 



 

大衛來到軍營, 基本上問道: 「你們為甚麼光是站在那裡呢? 為甚麼沒有人與這未受割禮的非利

士人作戰呢? 他怎敢向永生 神的軍隊罵陣呢? 」(參看撒上17:26). 你我心中都必須存著這種熱

忱. 「這些執政掌權, 膽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的究竟是誰呢? 他們憑甚麼認為自己能戰勝主和

祂的教會呢? 主沒有這樣説過嗎: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 

」(太16:18). 聖經沒有這樣記載嗎: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 可以踐踏蛇和蠍子, 又勝過仇敵一切

的能力, 斷沒有甚麼能害你們. 」(路10:19). 

大衛自告奮勇去與大敵作戰, 掃羅便把他自己的盔甲給大衛穿上. 請想像, 他看來一定多麼可笑! 

所以, 大衛基本上對掃羅説: 「對不起, 我無法穿這盔甲作戰; 我沒有試用過! 你要明白, 我自

從年輕, 就憑信心而活, 且經歷過 神的力量. 我知道衪能成就甚麼! 」(參看撒上17:39). 或許

這也是你的見證. 神賜你勝利, 你且知道你自己無法得勝. 你無法脱離你的枷鎖; 直等到你開始

禱告, 你的婚姻是死的. 若你沒有倚靠 神, 就無法忍受你的試煉! 

聖經記載, 大衛拿著一根杖從溪旁挑選了五塊光滑的石頭. 他把石頭放在他的牧人囊袋裡,. 又拿

著機弦去見那非利士人. 你若以人的眼光來看這件事, 就知道這少年人挑選了五塊石頭去與大敵

作戰, 實在是荒唐! 然而, 聖靈突然臨到大衛, 他就發預言說: 「你來攻擊我, 是靠著刀槍和銅

戟; 我來攻擊你, 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 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 神. 今日耶和華必

把你交在我手裡; 我必殺你, 斬你的頭; 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走獸吃; 使

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 神; 又使這眾人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 不是用刀用槍; 因為爭戰的勝

敗全在乎耶和華; 祂必將你們交在你們手裡. 」(撒上17:45-47). 大衛能靠聖靈說話, 因為他靠

聖靈爭戰. 而且, 他在軟弱中, 得著了能力去打敗大敵. 

保羅得著力量的旅程 

神容許我們遭受某些事情, 好讓我們會不斷倚靠祂. 你我若期望經歷聖靈的能力, 就必須學習因

這些事情而歡呼. 然而, 我不禁思索: 我們辦得到嗎? 或者, 我們會極力逃避 神藉之使我們剛強

起來的遭遇嗎? 

終極的諷刺就是, 神必須首先使我們軟弱, 好叫我們再也不從自己身上得力量和確據. 我們可以

從保羅的旅程中看見這真理. 比如, 當保羅處於軟弱的光景裡, 在風暴中, 與奴隸和監犯一同被

關在艙底裡時. 在人看來, 那誠然不是有力量或影響力的處境. 然而, 保羅在那裡領受了比風暴

更強大的智慧和能力. 他致終被召到甲板上, 成為了帶著權柄, 鼓勵船上眾人的聲音(參看徒27). 

聖經也記載, 保羅和西拉曾經被捕, 棍打, 且下在內監裡(參看徒16:22-23). 然而, 到了午夜, 

他們在軟弱的光景裡, 得著能力去歌唱讚美 神. 他們透過這等敬拜, 說: 「神啊, 我也許不明瞭

一切, 但卻知道天是你的寶座, 地是你的腳凳. 我知道你掌管萬事. 」他們開始讚美衪, 監獄就

震動起來! 監門打開了, 監犯都逃走了. 連獄卒都向 神屈膝, 和他全家的人一同受浸. 他們都見

證到保羅西拉身上的力量大於世上任何所能提供的.  

 



 

又有一次, 「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 挑唆眾人, 就用石頭打保羅, 以為他是死了, 便

拖到城外. 門徒正圍著他, 他就起來, 走進城去; 第二天, 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徒14:19-20). 

保羅在軟弱中得著了屬 神的能力, 來忍受陰府的攻擊. 雖然有人以石頭打他, 以為他死了, 落在

全然軟弱的一個地步, 保羅致終卻起來, 完成了他的旅程. 聖經記載, 他和巴拿巴到特庇去, 令

門徒們靈裡堅固. 

我們的盡頭 

我深信保羅每逢軟弱時, 都必須抵擋惡魔源源不絕的謊言. 所以, 惡魔極力說你完蛋了, 你就不

要驚訝. 牠會極力說你太軟弱, 不必繼續下去. 「你何必再次啟口説話呢? 何必盡力服事 神呢? 

」但是, 讓我告訴你, 即使你極其低落, 神能以聖靈的能力使你重新興起.  

我往往這樣説: 我們的盡頭就是 神的起點. 所以, 當你感到軟弱或失敗時, 務要剛強壯膽, 因為

你即將前所未有, 大大的得勝. 請謹記, 神必以軟弱的叫自以為剛強的羞愧. 祂也必以愚昧的叫

自恃聰明的羞愧. 因此, 不要擔心世上那些敵對你的事情. 你心中的能力泉源大於世上加起來一

切的力量. 有一天, 你會像保羅一般, 見證說: 「我因自己必須經歷的困境而歡呼. 我因一切敵

對我的事情而歡呼. 雖然我也許軟弱顫慄, 有時候心中害怕, 我卻知道自己不會戰敗. 歌利亞, 

屬邪魔的, 陰府的武器都不能壓制我. 神在我一生中的旨意必然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