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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四部份，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十章，让我们以戒慎恐惧的心学习「认罪悔改归向神」这个功课。

请打开你的圣经，一起翻到约珥书。如果你不知道在那里，可以多多利用圣经前面的目

录。约珥书只有三章，是圣经里篇幅较小的书卷，就在何西阿书的后面。纵观圣经历史，

我们看到有许多时候，神的百姓对罪的感受是深刻的、强烈的、谦卑的、甚至情感上是相

当敏锐的。大祭司以斯拉就是其中之一，他为自己和百姓的的罪孽灭顶、罪恶滔天抱愧蒙

羞、掩面哭泣，甚至不敢向神仰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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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到尼西米记，也会发现当时神的百姓有一颗单纯受教的心，他们单纯的听从神的

教导，敬畏遵从神的训诲。当他们明白自己的罪孽时，个个俯伏在地，为罪痛悔哭泣。在

整个教会历史，我们不只一次的看到，神的百姓在敬拜聚会的过程中，全会众齐心认罪悔

改的情况，他们跪下来，抱头痛哭，为罪忧伤，无法自己。 

 

而神总是用更新的方式再度兴起祂的百姓，彰显圣灵的大能，所以，我们从圣经上看到许

多百姓彻底认罪悔改的例子。但相对的，我们也看到更多百姓对罪迟钝、麻木不仁的例

子。他们从未停止参与宗教活动，却意识不到自己犯罪之深，乃至于为罪哀哭切齿，他们

照常敬拜，但从不把罪当一回事。这让我想到当今的教会，我不想将它等闲视之，身为教

会的牧师，看看我们教会的情况，我实在不得不说，我们的情况不像前者，反倒倒像后

者。 

 

我们对罪出现一种危险的信仰迟钝，麻木不仁！尽管我们自负的在电视前坐上几小时听讲

道，但所听的却不在心里留下痕迹，我们边听边闲聊，还认为这很稀松平常。有时候人在

教会里，思绪却仍流连在网络上，不停的幻想那些充满性欲和不洁的画面，还自圆其说的

认为，「没什么嘛！这是时下男人都会做的事。」教会里的结婚和离婚率还真能跟上文化

潮流；我们也热切追求欲望、地位、功成名就和金钱，与世人毫无差异。弟兄姐妹们，我

们实在需要好好清醒过来，祷告呼求神唤醒我们的灵，叫我们能为罪哀哭，为自己背逆神

而痛悔忧伤，求神唤醒我们，使我们厌恶罪，逃离它，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在我们往后

的岁月中，不再轻忽放任罪。 

 

神学家潘可宁曾写了一本关于罪的精典著作，他在书中说道，「一旦我们对背逆神和痛苦

的认罪有深刻的觉醒，那么从罪中醒悟的敏锐度将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基督徒恨恶

罪，他们害怕它，极欲躲开它，为罪自责难过。神的百姓不断的与罪争战，一个脾气失控

的人可能会疑惑自己是不是还有资格领圣餐；一个长年羡慕其他姐妹比自己有魅力、更聪

明的人，可能会疑惑自己是不是确实得救了。潘可宁接着说，「这样的敏锐度正逐渐消失

中」，如今，基督徒反倒常咧着嘴用玩笑的口吻指着人说，「哦！你犯罪了。」因犯罪而

自责的力量曾一度令人忐忑不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们都是为罪自疚的基督徒，即便是小到不起眼的罪，灵里都

会被责备，都会难过懊悔。希望我们也能成为神重生的百姓，因认识神的圣洁被更新了，

以至于会为罪忧伤。上周，我读到英国著名福音派牧师钟马田博士的一篇文章，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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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再读一次教会复兴史吧！看看初代的信徒，从得救之初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自始

至终未曾改变。他们用神的眼光察验自己，意识到罪的可怕和对人心的掠夺，从未须臾忘

却教会的软弱、忘记自己的忧伤，那是用神的眼光来思想罪，冲击必是相当骇人的。初代

时期，并未曾有过灵命复兴，但当时的许多人们，因认识神的圣洁和罪的可耻，而无法自

己。」 

 

神啊！求祢使我们得见祢的圣洁和我们的罪孽，建造我们成为认识罪的可怕和伤害的百

姓，并同时能靠主的怜悯战胜这一切。求祢用圣灵浇灌我们，用世人无法想象的大能护庇

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禁食的原因，也是我们在上一堂

课从约珥书中所学到的功课。关于约珥，我们对他并不是很熟悉，也不太清楚他从何时开

始先知的服事。在解经上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却都没有定论。在约珥作先知服事神的年

代，以色列百姓对罪毫无警惕，不痛不痒，完全不在乎，于是神带来审判，使蝗虫大举入

侵，乌云般的蝗虫遍布全地，吃尽一切的作物、葡萄园、将树啃得精光、所有果树也无一

幸免，全地上凡是绿色的植物全都逃不过这场浩劫，遍地荒芜一片，约珥提醒以色列众

人，昆虫是创造主向忤逆的国家执行审判的工具，这是耶和华的审判，并且，再不悔改，

必有更大的刑罚临到。在本书中，约珥并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一连提了五次，我要带你来

看，读到时也请你把「耶和华的日子」这几个字圈起来。首先，第一章第 15 节，「哀

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再看到第二章第 1 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第 11 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

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接着，第二章

第 31 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

前。」还有第三章第 14 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

谷。」 

 

整本圣经里不只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在众多书卷里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大小先知

书，许多时候指的是耶和华当下的审判，好比约珥书中所提的蝗虫之灾；并且，常会进一

步的宣告将来必有的更大审判。将来必有更严厉、更悲惨的审判，是加倍的可怕！将来的

那一天必摧毁一切抵挡神的，一切沉溺罪中的，在那日必有惊骇至极的灭亡。约珥书中，

蝗虫的攻击极深极广，危及生命，那就是耶和华日子的前兆，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背逆顽梗

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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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约珥书的头二章，焦点放在犹大国，主要描述神百姓的景况，预告他们即将面对的

审判，必有蝗虫大灾置他们于死地。然而到了第三章，神要审判万民，其中说，「到那

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

那里施行审判。」第 12 节又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约沙法」按字面

上的意思就是「神必审判」。因此，到时万民都要上到约沙法谷，受神的审判。「因为我

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醡满了。酒池盈

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请往下读第 14 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有许多

传道人用这节经文来传福音，对未信者说，你现在正在断定谷，赶快决志信耶稣。我想，

这不是这段经文所要传递的要旨，而是说明，将要来的那一日，世上万民必从各地、各国

前来，聚集在这座山谷，他们不能再为自己下任何决定，他们既然定意抵挡神，神必在这

个山谷裁定抵挡祂的人，连带灭绝他们。 

 

听众朋友们，不信的人必有永恒的灭亡临到。如果你选择抵挡神，抗拒祂的怜悯和圣洁，

对祂排斥反感，将来的那一日，你将被带到断定谷，不再有任何决定权，到那日，圣洁神

将审判罪，也照个人所犯的罪行永恒的审判。因此，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摧毁抵挡者的

日子，但同时，也是神将救恩赐给悔改者的日子。 

 

好，往下看到第三章第 16 节，这里说道，「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

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凡认罪悔改归向耶和

华、信靠祂的人，神必要作他们的避难所。 

 

来看第二章第 31 节和 32 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约珥书

的要旨就是呼吁选民悔改。神透过约珥呼召百姓禁食祷告、认罪悔改。约珥书中二度提到

禁食，第一章第 14 节，神透过约珥对百姓说，「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招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 

 

接着再看到第二章第 15 节，神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

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

内室。」所有神的百姓都当禁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禁食的原因。听众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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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你上一堂课没有留意我的提醒，不知道我们今天要禁食而吃了早餐，现在你知道了，

你或许会想，好，那我今天午、晚餐都不吃，再加上明天的早餐来弥补就好了。不，不是

这样的，说到「分定禁食的日子」，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现在禁食的意义，与约珥书中

记载当时神百姓禁食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有何不同呢？ 

 

首先，赞美主！我们的外头并没有蝗灾来袭，虽然天气炎热又潮湿，但一片绿意，不是荒

芜。第二点不同的是，那是神与百姓所立的旧约，如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有了新约。所

以，二者有些不同，这很重要，但是它所提供的原则、进行的方式和基要真理都是非常适

用的，特别我们从整本圣经，旧约和新约所教导的禁食，都指明禁食是神百姓因灵里的追

求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 

 

禁食是为了属灵的目的而放弃实质的食物。我们必需很谨慎的处理禁食和各种属灵操练，

无论是祷告、读经或奉献，一切外在的行为都不能与内在真实的追求脱节。这就是为什么

第 13 节说，待会我们会说得更明白，第 13 节神对百姓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

服。」按当时的习俗，若有人遇到悲恸万分的情况，常常会痛苦到连衣服都撕了，以此来

表明内心的忧伤。然而，许多已经认识神的人，却借用这样的外显行为来夸大引人注目，

而内里的景况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虽有忧伤的举动，但内心却毫无改变，因此，神切

切呼召百姓要来禁食，不是只有不吃东西，还有更重要的，是关乎心灵的，心的改变才是

禁食的目的。 

 

但这并不表示，「好，既然重点在于内心，那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个汉堡当午餐应该说得过

去吧！」不，我们的结论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许多外在行为实际上都是很好的事，不管是

祷告、读经、奉献或禁食，只要这些事情与我们的心紧紧相扣，每一件都是很棒的事。所

以，真正的禁食，特别像约珥书所记载的禁食祷告，为悔改归向神来禁食，都在陈明所立

定的心志，「比享受一餐，我更需要上帝的怜悯。」表示「我身为神的儿女，愿意到祂面

前，为自己所犯的罪伤心哭泣，食物不能慰藉我，我极需要的是神的怜悯。」 

 

我宁愿有神，甚于肚腹渴望享受从食物而来的欢愉，我的灵切慕神的同在。今天我对神的

饥渴远超过对食物的欲求；我愿神来填满我的灵，远甚于食物来填满我的胃；我甚盼得见

神的大能，得享祂同在的更新，来取代美食，巴不得俯伏在祂面前说，「神啊！我们这罪

中之人多么需要祢的怜悯，让我们能经历祢的同在和大能。」这就是我们今日受召来禁食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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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在昔日所呼吁的，正是我们今日该做的，就是悔改。来悔改！悔改是约珥书一再重申

的要旨。一起来看第二章第 12 节到第 14 节，从 12 节开始，「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

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仔细听听这一段经文，「耶和华说：虽然如

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

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

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

知。」 

 

要回转！要悔改！这当中指的是什么？就是认罪，认罪包括对罪的认知，并接受上帝对罪

的定义。特别是体认到这才是我的本相，神啊！原来我们是如此的不懂得爱祢、敬拜祢、

信靠祢、遵从祢；回到神的面前，用祂的眼光来看待罪，而不是用当今文化的标准、或用

教会的标准，或拿自己和他人比较做依据，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罪。罪没有所谓大小，

既是罪，在神面前都是大大冒犯神的。 

 

然后进入痛悔，在神面前，因所犯的罪几乎心碎，为罪忧伤哭泣。听听看约珥书里都用了

些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啜泣、哀伤、叹息又叹息。如刚刚所读的第二章第 12 节，「你们

应当禁食、哭泣、悲哀。」弟兄姐妹们，想想看，我们作神儿女这么久的时间，你个人或

家庭曾经为罪痛苦，深深受击打吗？要撕裂心肠啊！第 13 节生动的描述我们若为罪忧

伤，内心必是极度的痛苦。 

 

当今福音派最有份量的神学大师，斯托得牧师曾说，有太多事情都当叫基督徒撕裂心肠，

然而，我们却很少有人会为这些事哭泣。罪的破碎才来会带来转变，才会回转归向神。回

转吧！回转吧！第 12 节说，「你们要一心归向我。」第 13 节也说，要「归向耶和华─你

们的神」。回转，按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指的是生命被更新。所以，悔改包含刚

刚说的这总总，并且，当我们认罪悔改时，神就转意后悔，使我们免受更大的责罚。听众

朋友们，回到主的面前吧！回到慈爱的上帝身边。因为祂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你悔改，祂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因此，我们从整卷约珥书看到，神之所以差约珥到百姓当中，是为要救赎为罪痛悔的人。

祂不要我们继续陷在罪中，因此才呼召我们，于是，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把我们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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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里，是祂把我们带回来的。没有放任我们在罪中迷惘，而是深深的呼唤我们，「悔改

吧！」神所说的悔改是什么呢？就是祂极欲拯救我们脱离罪。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无法细读每一节经文，但我要请你特别留意到第二章第 18 到第 20

节。其中说，「却要使北方来袭的军队远离你们」，这些北方的军队原是耶和华用来审判

选民的工具，祂动员他们来应证祂先前警告的审判。现在，神要救他们，从何人的手中抢

救出来呢？神最终是从祂自己的手中把受罚的百姓抢救出来，从祂倾倒在罪上的审判抢救

出来。我们都需要从罪的代价中被拯救出来，所以神说，「我要使你得救。」接着，神要

重建我们，往下看到第 21 节到第 26 节，那片曾经凄凉荒芜的国土，如今结实累累，大地

复苏，由枯竭死寂转成绿意生气。在第 26 节末了，神这么说，「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

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祂必重建我们，医治我们一切的伤痛，医治我们被罪啃噬的灵

魂。 

 

最棒的结果就如第 27 节所描述的，「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晓不晓得这样的应许对我们

有多重要？这就是救恩的核心，重新与神和好！还记不记得这一系列课程一开始，我们提

到创世记第三章，说道，「罪入了世界」，立刻酿成什么样的悲剧？人与神的同在分离

了，从神的同在中被驱逐了。人从被造之初与神相亲，享受祂一切的美善，却因着罪被撕

裂了，从此以后，人不能再与神连结。 

 

所以，从创世记第三章以后各经卷所记载的，持续都是这样的情况，直到我们这一系列课

程的最后一堂课，第五十二讲，我们才会重新看到，神与祂的百姓同住在一个新天新地，

这世上一切的罪都将全然除净。救赎表示人与神重新和好，救恩则带来神的同在。然而，

遗憾的是，今日的救恩常被扭曲成了交易，许多教会都有卖救恩的情况，「快来信上帝，

你就有好处」；「快来信上帝，你就得饶恕」；「快来信上帝，你就可以上天堂」；「快

来信上帝，从此以后，你就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快来信上帝，保证你功成名

就」；「快来信上帝，你就能够万事如意，平安健康又财源滚滚」；「快来信上帝，保证

你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是这样吗？不，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为了得好处，而

是为了得到神。 

 

祂才是我们唯一的需要，是我们唯一的渴求，你美好的人生不能没有上帝，你一切的益处

也唯有祂能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祂是生命和万事万物的源头，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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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祂。禁食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神啊！我们需要祢，离了祢，我们什么都不能

做。」我们把日常生活对食物的基本需求挪开，对神说，「主啊！比起我们的身体需要食

物来维系，我们的灵更需要祢来坚固。」而你可知道，什么才会剥夺我们来经历神同在的

满足呢？罪，就是罪，所以，快悔改吧！ 

 

你要摆脱罪的捆绑，认罪悔改，不是因为担心自己那天被逮到，也不是因为罪伤了你这

个、伤了你那个，你要悔改，该为罪哀哭切齿，全是因为它让你远离了神，远离人生真正

的美善、喜乐、欢欣、奇妙和难以言喻的满足，这些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得到。你要有正

确的认识，才会因敬畏神而为罪忧伤。请千万记住，罪叫我们远远离开神。 

 

神说，「你若认罪悔改，我必与你同在。」神要怎么与我们同在呢？约珥告诉我们，乃是

借着祂的独生爱子。一起来看罗马书，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 12 节到第 13 节，保罗引

用约珥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很有趣的，在这之前保罗才刚提到，基督是

主，接着又说，凡求告主名的，基督是主，就必得救。所以，神是借着基督与我们同在，

因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为赎回我们亲赴十字架，用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并胜过死

亡的权柄，从死里复活，因此，凡投靠祂的，罪都要得赦免，终于重新与神和好。 

 

所以，因着基督来到世上，也唯有借着基督，我们才能与神和好。凡求告主名的，求告基

督之名的，就必得救！就必享受神同在的安息，但还不只如此，光这样还不够好，另外还

有，神又透过祂的灵，住到我们里面。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 17 节到第 21 节，在耶稣

升天后，五旬节到了，祂差遣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

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立时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

都惊讶希奇的说，「他们在做什呀？然不成是醉酒了吗？」此时，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

起，高声说，「他们没有喝醉，现在才早上九点呢！」彼得接着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

了；其实不是醉了。你们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

引用约珥书第二章第 28 节和第 29 节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

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

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神要与祂的百姓同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若信靠基督作你的救

主，神永远的同在必住到你里面。 

 

祂的灵住到你里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你们要逃离，逃离罪，岂不知你

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的身体既是圣灵的殿，那么若有罪进到里面，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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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舒坦呢？岂不是巴不得赶紧逃开吗？有永活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当为任何会掠夺你

享受圣灵同在之乐的事难过哭泣，如此，神必永远作我们的保障。 

 

来看约珥书第三章的末了，第 16 节这里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

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你尽管大有信心，神

绝不会将你从祂的保障中筛掉，祂必永远眷顾你，那将来的一日，必将你从罪中完全释放

出来，享受祂丰富的同在。因此，朋友们，我们若要得着这样的福份，就当为罪忧伤哀

哭，彻底认罪悔改。 

 

我实在要恳请你这么做，请你拿出一张空白纸，花一点时间，我要请你将自己需要到神面

前悔改的事写下来，把你需要诚实面对的、需要痛悔的，把你想要的改变都写下来，认真

的把它们带到神面前祷告。唯有你才知道自己目前的景况、才看得到自己的内里，好好检

视自己的内心，是否真的信靠神、敬拜神、爱祂又愿意顺从祂，你当为你所写下来的过犯

撕裂心肠，切切的哀求，来表明你是由衷的想要改过。所以，我现在就要请你这么做，我

想，有些听众朋友或许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罪，并认罪悔改，这是你第一次这么做，但

我相信这必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认真的用神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内心，想想神有多

爱你，甚至舍了自己的独生爱子为你而死，涂抹你一切的罪孽过犯，使你得救，并进一步

的重建你，使你与祂重新和好。 

 

听众朋友们，你尽管到祂面前来信靠祂，相信基督要遮掩你一切的罪，使你从此和神建立

连结，这是神所为你预备的救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