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马书 12 : 17 – 21

以弗所书 4 : 1 - 3

成为和睦的使者
(To Be A Peace Maker)



罗马书 12 : 17-21

17.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

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19.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

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



20.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

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21.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以弗所书 4 : 1 - 3

1.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

与蒙召的恩相称。

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3.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





(一) 神是喜爱和睦之神

「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罗马书 15 : 33)

「平安」与「和睦」是神本性的一部分，因此祂被

称为「赐平安的神」。



(一) 神是喜爱和睦之神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

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诗篇 29 : 11)

「平安」也是神赐给那些信靠祂之人的美好的祝福

。



(一) 神是喜爱和睦之神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诗篇 34 : 14)

没有一件事比神将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更能显明神何等看重和睦与平安，因为耶稣的

降生就是要将天国的平安、祝福与永生带给我们

。



(一) 神是喜爱和睦之神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 9: 6)



安地斯山的基督(坐落在阿根廷与智利的边界)



「山可崩，石可烂，阿根廷和智利人民在救主

基督脚前所结的盟约永不改变。」

「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

(以弗所书 2:14)



(一) 神是喜爱和睦之神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

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

不要胆怯。」

(约翰福音 14 : 27)



神学家奥古斯丁：「神为了自己的缘故造了我们，

我们的灵魂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



(一) 神是喜爱和睦之神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

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

好了。」

(歌罗西书 1: 20)



(二)成为和睦的使者

要让人与人和睦的生活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有太多的因素让人不能和睦，其中有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是「人心的骄傲」。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迦南妇人的信心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以色列人虽美其名是神的选民，但他们的信仰
已走到「律法主义、规条主义」中去了，他们
的骄傲和成见把所有的人都排拒在外，甚至后

来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尽然把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骄傲」是人与人、民族与
民族之间不和睦的主要原因。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和睦的使者」，这个词在原文里是一个字而已
，就是「创造和平的人」或是「缔造和睦的人」

(Peacemaker)。

「这个和睦所强调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和睦与关系
的恢复，进而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

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路加福音 19:5-6)

当撒该的生命中遇见了耶稣，也恢复了与神和好的

关系，他就主动地去恢复与人的关系，去赔偿过去

他所讹诈的那些人并与他们修复关系。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路加福音 19 : 8)

因此，人跟神关系的恢复，能够带来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恢复与和睦。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一个人怎么能够使人和睦呢？其实不是我们能，而

是「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能！」使人和睦绝对不是用

人的方法，而是用耶稣的方法，就是要把耶稣带给

人，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

着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

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如此便成就

了和睦。」

(以弗所书 2:13-15)



(二) 成为和睦的使者

「两下」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因着耶稣基督舍命、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神救赎人类的工作。不但使人与神重新和好，并且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人与人也能和睦相处。

「因祂使我们和睦」原文是说「因祂是我们的和

睦」，只有耶稣才能带给人真正的和睦。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罗马书12:17)

「以恶报恶」这是地上的法则，一般人都会认为这

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天国的法则却是：

「不要以恶报恶」。不以恶报恶这还是消极性的作

法，更积极的作法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

做。」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

诅。」

(罗马书12:14)

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永远不可能做到；

然而，神却很清楚的要我们这么做。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

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

告！」

(路加福音 6 : 27-28)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罗马书 12 : 18)

与人和睦是需要主动并经过努力才能达成的，这里

还教导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与众人和睦，除非

是对方不愿意接受；但是我们需要反省是否尽了自

己最大的努力。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

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罗马书 12 : 19)

「伸冤」这个词在原文中可以解释为「报复」或是「惩

罚」。当自己受到了委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我们

不应该用人的方法去报复对方、惩罚对方；我们应该把

整件事交在主的手中，宁可在这件事上作出让步，因为

惩罚这是神的权利而不是我们的。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罗马书 12 : 20)

「把炭火堆在头上」，「炭火」是象征着忏悔。在古埃

及的传统中有一项仪式，忏悔者把烧着的火炭用器皿盛

在头上，作为真实悔改的证据。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我们个人的责任，是要爱我们的仇敌，看顾他的需要，

真心为他的利益着想。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炭火是一种医

治，而不是伤害；实际上，这么做是神的爱使对方惭愧

到悔改的地步。



「终结战争」(To End All Wars) —尔聂‧高登(Ernest 
Gordon)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当我们被挑战去爱我们的敌人时，不论冲突大或小

，都可以运用同样的原则。当我们能爱我们的敌人

，并寻求满足他们的需要时，我们可以荣耀神，并

使我们的灵魂免于受到苦毒与怨恨的侵蚀；神也会

使用我们爱人的行为去柔软对方的心。



(三) 宁可让步，以善胜恶

「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罗马书 12 : 20)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罗马书 12 : 21)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

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约17:22)

I have given them the glory that you gave me, that

they may be one as we are one. (John 17:22)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

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以弗所書 4 : 2-3)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b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

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

死在十字架上。」

(腓立比书 2 : 6-8)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骄傲是「分裂」的根源，而谦卑则是「合一与和谐

」的根源。「谦卑」的意思不是只在外表温文有礼

，而是内在的一种品格发展成为外表的德行。

这种谦卑，是不喜欢夸耀自己，不嫉妒别人比自己强。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温柔」，是谦卑的自然结果，谦卑的人自必温柔

。主耶稣论到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是

与谦卑连在一起的，却不是与软弱连在一起。主耶

稣虽然温柔但绝不软弱，祂面向十字架的酷刑却从

不畏缩。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忍耐」是跟在谦卑、温柔之后的，人必先谦卑、

温柔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忍耐。忍耐就是对别人的挑

战加以忍受，对别人所加诸自己身上无礼的行为，

不予以恶意的回报。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宽容是必须有爱心的，没有真正的爱心，就不会有

真正的宽容。「爱心有多少，宽容也有多少」。宽

容就是我们的爱心表现在别人亏欠自己的事上。

「互相」用爱心宽容，是我们在合一的生活上，能

与蒙召之恩相称所不可少的美德。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

心。」

(以弗所書 4 : 3)

「合而为一的心」，乃是圣灵所赐的，我们没有人

能创造这种合一，因为它是「圣灵里的合一」。



(四) 竭力保守合一的心

「合而为一的心」需要信徒「竭力保守」。我们虽

然不能创造成这种合一，但是却有责任「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这一词原文有

加强语气的意思，意即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全

力以赴」。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

(马太福音 5 : 9)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被称为神的儿子」有两个意义：

第一：「与神的性情相似」。

第二：「具备和睦的职份」。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第一：「与神的性情相似」。

作为神的儿子，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有「和睦的特性

」存在。因为天父被称为「赐平安的神」，耶稣基

督我们的救主被称为「和平之子」。因此，如果我

们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必会拥有与神的性情相似之

处，并且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第二：「具备和睦的职份」。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林后 5 : 18)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第二：「具备和睦的职份」。

神的儿女有一个荣耀的职份，就是「劝人与神和好

」的职分。这个职分是神已经赋予我们了，我们应

当忠心于神的托付。



著名佈道家：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 1837-
1899)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慕迪深深自责说：「我为何不抓紧神所赐的时间，

把人带来与神和好，经上不是记着『看哪，现在是

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吗？」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们显现说：「愿你们

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翰福音 20 : 21）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以弗所書 6 : 15)

没有什么能比传平安的福音更值得我们去做，并且

是更有价值的了。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的职责是

恳求人们与神和好。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

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哥林多后书 5 : 20)



(五) 他们称为神的儿子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

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 13 : 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