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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用一個比喻來結束祂的登山

寶訓。這比喻令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思想

基督徒屬靈上的一個基本問題：如何學

會選擇一個可靠的基礎來建造我們內在

的生命。耶穌說，生命有真、有假，學

會分辨自己生命的真相非常重要。 
在這個比喻的末了，耶穌甚至提出

一個令人希奇的警告：「所以，凡聽見

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

房子蓋在磐石上。」祂明言道，在建造

房屋工程時要謹防偷工減料的地基，因

李定武／著

為當暴風雨淋到時，會給房屋造成極大

的損害！但祂這話卻不是指建造物質的

房子而言，雖然這樣來理解也說得通。

耶穌主要是指，基督徒當如何建造自己

內在的生命，在神眼中才算是一個聰明

人。換句話說，耶穌是在警告祂的跟隨

者，一旦生命的根基不穩固，遇到苦難

時，我們的靈命甚至有破產的危險！

是的，我們每個基督徒都必須誠實

地問自己：我的人生是建造在磐石上，

抑或在沙土上呢？但回答這個問題之

前，讓我們先對這兩種根基作個觀察與

比較。

主耶穌這段話的結構很特殊，祂是

用「相反平行」的方式來表達（見下頁

圖）。

藉這段相反平行的經文結構，主耶

穌要我們思想一件事：你我是選擇作一

個聰明人？還是作一個無知的人？這乃

是你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選擇。換 
句話說，主耶穌要我們以基督作為生命

的磐石，聽祂話參與自己內在生命的建



無法，只好每年付昂高的房屋保險費求

平安，並期望房屋倒塌入海的日子永遠

不會來到。

蓋房子選地點固然重要，但地點是

看得見的，比較容易選擇。蓋房屋需要

考慮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地基的問題，因

為等房子蓋好後，沒有人看得見地基蓋

得如何，所以人們很容易忽略它的重要

性。

我們家就是這類的受害者，當初搬

來新澤西州時，剛從學校畢業，沒什麼

錢，買了一間舊房子，修修補補也住了

三十年，等到要賣的時候，房屋檢查員

很嚴肅的對我們說，你們的地基是用空

心磚砌成的，有裂縫！我倆帶上老花眼

鏡，看了半天，果然發現在地下室轉角

處的牆上有一條小小的裂縫，是以前的

屋主在花園靠牆處種的一棵紫羅蘭惹的

禍，它的根長進地下室的空心磚，把牆

擠裂了。幸好那縫很小，塗上油漆後也

看不太出來，但為了日後買主的幸福，

我們很努力的把那個美麗卻很危險的 

「禍根」給挖掉了。以後再買房子，我

們就學著要先檢查地基，若是水泥灌成

的才能放心；知道肯在地基上花工夫的

建築商所蓋得房子才是可靠的。

主耶穌既然把我們生命的建造比喻

成蓋房子，我們在從事這項建築工程

時，至少需要在兩方面有所操練：第

一、遠離不穩的根基；第二、盡心竭力

的建造。

壹、遠離不穩的根基

一、留心耶穌的勸告

論到蓋房子，主耶穌 
很嚴肅地宣告說：「凡聽

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

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

子蓋在沙土上。」（太

7: 26）因主耶穌把真假
的生命分辨得很清楚。

祂要求每個神的兒女肯

對神作一個信心上的宣

告，而從人的宣告中，

我們可以看出他屬靈工

程建造的成果。祂稱這

些建築房屋的人是「無

知的人」，因為他們雖

然聽到主的話但卻不願

去行。但人因著自己的

軟弱很容易選擇錯誤的

根基，究竟選擇沙土建

地要容易多了，因為打

起地基來比較容易，而

且不必將資源投資在人

看不見的地方。

這些人之所以沒有

分辨力，至少有以下幾

個原因：

第一，不肯接受真

理—而主的話正是真

理。這些人會去教會聽道，但對真理並

沒有興趣，他們只是去教會「作禮拜」，

對聖經的話缺乏理解，並沒有心去順服

神的話，因為與他的價值觀有衝突。這

些人有屬靈的外表而無屬靈的實質，這

種「屬靈的虛假」是很危險的病，這些

人需要有成熟的信徒個別地關心帶領他

們，並將福音傳給他們，讓他們能真正

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第二，未能應用真理—大多數

造。

在主耶穌給出這個作選擇的結論之

前，祂在登山寶訓中還說了一連串的比

喻，來強調「自欺的危險」，因為「自

欺」往往是我們作錯選擇的原因。祂用

「兩棵樹」（太7: 15-20）的比喻警告我
們要防備「假」先知；用「兩種宣稱」

的比喻（太7: 21-23），叫人勿以「假」
平安為滿足；最後才提到沙土與磐石 
「兩種地基」的比喻（太7: 24-27）。 
由此可見，「假」是我們基督徒很容易

誤入的一個陷阱。耶穌很肯定地告訴我

們，凡口稱耶穌為主的

人，並不見得都是祂的

門徒；門徒竟然是有真

有假的！所以主耶穌要

祂的聽眾認識生命建造

的必要：我們必須按主

的話行事，克服「自

欺」的危險，謹防建假

地基的引誘，免得遇到

人生風暴時，我們的生

命工程落得一場空！

建造內在的生命，

乃是神對祂兒女的要

求。為什麼我們必須參

與這項生命建造的工程

呢？理由很簡單，主耶

穌要屬祂的人有豐盛的

生命。祂說：「我是葡

萄樹，你們是枝子，常

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約15: 5）神也
要求我們都被建造成為

靈宮（彼前2: 5），因此
建造我們屬靈的生命是

非常重要的事。但建造

合神心意的房子的確不

是易事！

我的大女兒住在舊金山沿太平洋的

海邊，過去幾十年來，沿著太平洋的海

岸線一直在後退，有些原先蓋在離海較

遠的懸崖上的房屋如今陽台已經有一部

分變成懸空的了，令人看來膽戰心驚。

許多開車路過那些房子的人都會搖頭

說，怎麼會有這麼愚昧的人，要把房子

蓋在這麼危險的地方，颱風一來，多危

險啊？但在那種寸土寸金的鎮上，屋主

又有什麼選擇呢？搬家搬不起，補救又



聽道的，包括基督徒在內，都未能在日

常生活上應用聖經中的真理。這種「不

健全的順服」也是一種很危險的病。所

以，教會需要作門徒訓練，作個別的引

領與教導，讓信徒的生命有根有基，能

繼續的向下扎根、向上結果。〈更新傳

道會〉所提供的門徒訓練資料：《聖徒

裝備》及《豐盛生命》正是這方面最好

的幫助！

第三，勝不過自欺的本性─沙土

的根基除了本身的限制，不適合作房子

的地基外；另外還有出自建造者先天的

缺陷─自欺的本性，這是亞當帶給

人的罪性。任何建造者都會遇到這種誘

惑：無法抗拒自欺的本性。為什麼呢？

因為自欺的罪性會使我們只願將資源放

在地面上─人看得見的地方。房屋建

得華麗高雅，一方面自己每天可以欣

賞；另一方面還可以供別人欣賞，在人

前顯耀自己的榮華富貴，這不是一舉數

得嗎？但我們需要勝過這樣的試探，靠

聖靈的幫助，與我們對神話語的敬重，

改變自欺心態，願意聽從主的話，甘心

將資源投資在磐石上作地基的建造，然

後才建造他人可見的房屋。

二、明白選擇錯誤的必然後果

主耶穌繼續說到選擇錯誤的後果：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

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太7: 
27）任何一樣的建造一定會經過數種試
驗，屬靈的建造也是一樣：

第一種試驗：今世的試驗，如27節
所說的：「雨淋、水沖、風吹」，所有

的人都會經歷到這種試驗，但是主在約

翰福音16章33節卻應許說：「我將這些
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

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

心，我已經勝了世界。」今世的試驗往

往能分辨出真假信徒來。主耶穌要我們

注意到以下的兩套對比：「在我裏面」

與「在世上」；「平安」與「苦難」。

假信徒不在主裏面，因此他得不到「平

安」。今天藥房裏賣得最多的一種藥就

是安眠藥，太多的人因為沒有真平安，

以致每夜輾轉難眠。

第二種試驗：未來的試驗，如27節
所說的：「……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

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這裏所指的

是末日最後的審判：「死了的人，無論 

大小，都站在寶座前……照他們所行的

受審判……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裏。」（啟20: 12, 15）

貳、盡心竭力的建造

馬太福音7章24節：「所以，凡聽見我
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

子蓋在磐石上。」參與這項生命建造的人

才是真信徒，一個真信徒有幾個特色：

一、跟隨神的旨意─全心全意 
（順服）

神稱這樣的人是聰明人，因為他肯

聽主話，是一個按神旨意行事的人。詩

篇111篇10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
端；凡遵行祂命令的是聰明人……」； 
這是因為他遵行耶穌基督的命令將房屋

建築在磐石上。另外，雅各書3章17,18
節：「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

潔，後是和平……」凡願聽耶穌話去行

事的人，一定會得到從「上頭來」的智

慧，他就是一個聰明人！順服的功課是

真信徒最顯著，也最易被人覺察的特

點，但往往也是最不容易作到的。

二、遵守耶穌基督的命令─不計代價

（信心）

馬太福音7章24節主耶穌說：「凡聽
見我這話就去行的……」路得就是一個

信心的例子，她對孤苦伶仃的婆婆忠貞

無私的摯愛，徹底的委身，又奉以色列

神的名發誓效忠拿俄米的神，也就是等

於認耶和華為自己的神。這是聖經中許

多被神用的人都有的特性。

主耶穌要我們「把房子蓋在磐石

上。」（太7: 24），這需要付極大的代 
價，在磐石上打地基，不但費用高，而

且花的時間也長，但這是出於對神信心

的表現。真信徒在任何環境之下都會優

先憑著信心去服事神，他會是個聽耶穌

話的人，並且因著他對耶穌的信心，願

不計代價，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即使

經歷今生的各種試驗也不退縮。

雅各書1章2-4節說：「你們落在百般
試煉中……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

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

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神要求的信

心不但能讓我們通過「外來的患難」之

考驗（雅1: 2-3）；同時也能勝過「內心

道德上的試煉」（雅1: 13-15），例如犯罪
的誘惑等。

三、力行聖靈的引導─立即回應 
（行動）

他是一個穩妥的人，「把房子蓋在

磐石上」，路加福音6章48節：「他像
一個人蓋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

在磐石上。」這人肯定是一個聽了神的

話，就立即採取行動的人。

有以上這些特點的人，神必定會用

他。這樣的人不論他的教育程度、經濟

水平、事業上有無人們可羨的成就，神

都會用他作為神國的僕人。

耶穌說：「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 
在磐石上。」（太7: 24下）生命建造的 
首要條件就是要聽主耶穌的話。這樣的

房子，它的根基必然是穩固的！什麼是

你的選擇？神的話提醒我們，聽耶穌基

督的話，不是一項選擇而是必要的，這

是生命的投資！我們都當以基督為生命

的磐石，聽祂話參與自己內在生命的建

造。

凡「聽見我（耶穌）這話去行的」

（太7: 24），這是指真正的聽，這種聽肯
定與他的生命有直接關連的；相對的，

「凡聽見我（耶穌）這話不去行的」 
（太7: 26），這種是假的聽，對自己的生 
命無益，那就是一種自欺的行為！

不聽話的結局很清楚—會導致生命

的倒塌！不聽主耶穌話的人有禍了！不

論撒種、種植或蓋房屋，凡不先將「土

地」或「地基」預備好，他的結果就是

「倒塌」；這個字在這段經文中共重複

兩次（太7: 25, 27），表明出神認為「地
基」的建造何其重要！

你我的生命是建立在沙土的根基

上，還是建立在耶穌基督這個磐石上？

什麼是你的選擇？懇求神在我們心中動

工，讓我們能認耶穌基督為我們生命建

造的磐石，憑著信心，不計代價，在這

磐石上努力建造！ 

註1: H. N. Ridderbos, Translated by Ray 
Togtman, Regency Reference Library,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Grand 
Rapids, MI., pp. 155-157。

註2: Stephen F. Olford, Institute for Biblical 
Preaching, P.O. Box 757800, Memphis, 
TN38175-7800, Vol.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