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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利未記 19 章 9-18 節 

19：9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 

19：10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

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19：11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19：12 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19：13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裡

過夜，留到早晨。 

19：14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

耶和華。 

19：15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

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 

19：16 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鄰舍為敵，置之於死。我是耶和華。 

19：17 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 

19：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金句：利未記 19 章 17 節 

「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 

 

今天我們思想《基督徒的處事之道》這個題目。 

 

「利未記」可能是舊約聖經裡，很多基督徒想要跳過不去讀的一卷書。但

神的道是「生命之道」，是整體的，從創世記第一章一開始，到啟示錄最後一節

的結束，是一個生命體。每一卷書和每一卷書之間，每一卷書和整本聖經之間，

都是有關連的。我們常聽人說「系統神學」，卻很少聽見人說「有機神學」。什麼

是「有機神學」呢？就是神所啟示的道，在每一句話跟每一句話之間，是有著生

命關係的，並且對我們的生命產生影響。 

 

就好像我們的身體有血液循環系統、有消化系統、有神經系統，有內分泌

系統，有呼吸系統，有先天免疫系統等等。但是這些「系統」不能涵蓋身體的一

切。我們頭痛不是只醫頭，腳痛也不是只醫腳，而是顧及整個身體，甚至從整個

人來看。照樣，神的道是「生命之道」，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遠遠超

過我們所能夠介定的「系統」，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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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利未記來說，利未記 19 章 9-15 節裡就有許多神所命定的生命法

則。利未記 19 章 9-15 節，經文提到：「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

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

彼此說謊。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不可欺壓你的

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裡過夜，留到早晨。不可

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你們

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

審判你的鄰舍。」 

 

孫大中非常喜歡這一處經文，因為它教導我們在世如何為人處事。你看 9-10

節：「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

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

你們的神。」 

 

神要以色列人善待那在他們中間的窮人和寄居的，這是舊約律法裡面非常

富有人情味，非常溫馨的誡命。當你歡慶豐收的時候，不要忘了要顧念其他窮乏

人的需要。不可把莊稼全數割盡，要留下田角，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摘盡，遺落

的麥子也不可拾取，要讓窮人，讓缺衣少食的孤兒寡婦，或在他們中間寄居的，

可以藉由拾取麥穗獲得溫飽，不至於飢餓。 

 

亨利‧馬太說：「這條律例如今雖然已經不完全適用，卻教導我們不可貪心

吝嗇，不可唯利是圖，也不可在小事上斤斤計較。看見自己的勞動果實幫助了窮

人，要心裡歡喜。不要覺得自己的東西給了人就是失去了，也不要以為給了窮人

就是浪費。當喜樂之日（譬如豐收）就是行善捐輸之時；我們喜樂，願窮人與我

們同樂；我們在心裡感謝神，也願他們在心裡感謝我們。」 

 

再看利未記 19 章 11 節，神說：「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

謊。」 

 

以弗所書 4 章 28 節，保羅說：「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

作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我們在世上之所有，無論多寡，都當

確保是誠實得來的，若非如此，就不能真正富有，也不能長期富有。詩篇 51 篇

6 節，經文說：「你所喜愛的，是內裡的誠實；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神要我們內裡誠實，這是祂的要求。歌羅西書 3 章 9 節，保羅說：「不要彼

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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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真話的人，常常也不愛聽真話，他活在「自我」的世界裡。但我們必

須跟人接觸、交往。馬太福音 7 章 12 節，耶穌說：「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

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12 節，

經文又說：「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

那惡者。」把「是」故意說成「不是」，就是從惡裡出來的。我們再看 13 節：「不

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裡過夜，留到

早晨。」 

 

對照雅各書 5 章 4 節，雅各提到：「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

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 

 

請問，我們守信用嗎？我們顧念窮人嗎？是否我們欺壓鄰舍，苛扣員工的

薪水，剝奪他們應有的福利呢？亞伯的血怎樣有聲音從地裡向神哀告。收割之人

的冤聲，也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中了。 

 

利未記 19 章 14 節，經文接著說：「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

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瞎子、聾子他們雖然看不見聽不見，

神卻看見，也聽見。 

 

神教導我們，對於瞎子的安全要體貼關懷，不可將絆腳石放在他們面前，

倒要除去他們路上的絆腳石。 

 

聾子、瞎子吃了虧，不能替自己伸冤，但是神必為他們伸冤。你若扶助弱

勢，就是站在神那一邊。在「關懷弱勢，扶助弱者」上，約伯有美好的見證。約

伯記 29 章 15-17 節，約伯說：「我為瞎子的眼，瘸子的腳。我為窮乏人的父；

素不認識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義之人的牙床，從他牙齒中奪了所搶

的。」 

 

我們不但不可咒罵聾子，不但不可以故意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還要作

瞎子的眼，瘸子的腳。要替窮人講話，但不可偏袒。保羅在羅馬書 14 章 13 節，

把這節經文延伸出去，他說：「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

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 

 

哥林多前書 8 章 9 節，保羅又說：「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

成了那軟弱人的絆腳石。」神恩待軟弱的人，記念他們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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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46 篇 9 節，詩人說：「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

道路彎曲。」 

 

以賽亞書 1 章 16-17 節，神藉著先知以賽亞警告祂的百姓：「你們要洗濯、自潔，

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

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 

 

以賽亞書 1 章 19-20 節，神說：「你們若甘心聽從，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聽從，

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 

 

出埃及記 22 章 22-24 節，神又說：「不可苦待寡婦和孤兒；若是苦待他們一點，

他們向我一哀求，我總要聽他們的哀聲，並要發烈怒，用刀殺你們，使你們的妻

子為寡婦，兒女為孤兒。」 

 

不可因為別人失去依靠，成為弱勢，我們就妄為，以為他們是可欺負的。

不要成為神在怒中責備的惡人。波阿斯他是如何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恩待拿俄米

和路得，不因為士師秉政，以色列中沒有王，就任意而行。我們也當把神的話牢

記在心中，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利未記 19 章 15 節，經文又說：「你們施行審判，

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

舍。」 

 

雅各書 2 章 1-4 節，主的兄弟雅各勉勵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他說：「我的

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

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

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麼？」 

 

無論貧與富，都是主內的弟兄姐妹，不要差別對待，對於貧富有不同的態

度，這是主不喜悅的，也是效法了世界。我們要在主的道中，心意更新而變化，

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滿有祂的形像。最後，利未記 19 章 16 節，神又說：「不可

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鄰舍為敵，置之於死。我是耶和華。」17 節，「不

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18 節，「不可報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不可到處搬弄是非，讒謗人，洩露別人的祕密。耶利米書 9 章 5 節提到一

句話，「勞勞碌碌地作孽」。盼望我們不是這樣的人。羅馬書 16 章 19 節，保羅

說：「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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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澄清別人冤屈的，要出面替人澄清，不要感到「事不關己」。箴言 24 章

11-12 節，所羅門說：「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你若

說：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豈不明白嗎？保守你命的豈不知道嗎？他豈

不按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嗎？」 

 

要效法主，「見義勇為」，而不要像該隱說：「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他

是屬那惡者，我們卻是屬主的人。在教會裡，要用愛心說誠實話，憑愛心責備鄰

舍，而不要心裡懷恨。弟兄若得罪你，不可圖謀報復，而要以溫和的態度表明自

己的不滿，用通達的言語說出自己的感受。要憑愛心責備人，也要憑愛心聽人的

責備。亨利‧馬太說：「你若看見恨你人的驢，壓臥在重馱之下，尚且要出手相

助，更何況是朋友的靈魂呢？」弟兄有錯，若故意忽略不責備，就有因他承擔罪

孽的危險。不要因為你的沉默成了惡事的幫兇。 

 

以弗所書 5 章 11 節，保羅說：「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

備行這事的人。」要愛弟兄，必要時為他捨命。對弟兄不要有任何怨恨，總要饒

恕，不要記在心裡，因為神是這樣饒恕我們。向弟兄動怒，心裡恨他，約翰說：

「就是殺人的。」「恨人」跟「殺人」是同根生，性質都一樣。「凡殺人的，沒有

永生存在他裡面。」你「恨人」是因為沒有倚靠主，讓自己的情緒作主。神要藉

著基督，在你心裡行祂所喜悅的事，但你銷滅了聖靈的感動。 

 

弟兄姐妹，在一切事上要「將心比心」。不可為惡所勝，總要以善勝惡。羅

馬書 13 章 10 節，保羅說：「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神要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而愛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神已經藉著利未記十九章這段經文，把屬祂的人的處事之道啟示出來。

我們用什麼潔淨自己的行為呢？就是遵行神的話，不打折扣，絕不拖延，而是在

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討察驗人心的神的喜悅。 

 

請我們一起禱告： 

「主啊，如同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你口中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

徒然返回，卻要成就你所喜悅的。主啊，你把許多寶貴的經文隱藏在利未記裡，

這些教導，對我們今天是多麼實用和必要。求你賜我們悟性使我們能夠明白。你

是全能的神，你要我們在你面前作完全人。願你的靈引導我們，使我們進入你旨

意的深處。願我們在與人相處的時候，能夠活出你的樣式。主啊，我們得著你的

言語就當食物吃了；你的言語是我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你的法度，是我們所喜樂的，是我們的謀士。我們還有許多不明白的經文，求主

繼續帶領我們，光照我們，使我們走在義路上，結更多的果子榮耀父神。禱告祈

求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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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交何甘美》 

1. 靈交何甘美 喜樂何豐盈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福祉何全備 平安何恢宏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2. 世途多艱險 靠主就安全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越走越光明 如日在中天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3. 我不懼危險 亦不畏艱難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救主常同在 我有大平安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副歌： 

安息 安息 平安穩妥危險遠離 

安息 安息 安息在主永久膀臂中 

 

 

2021年 10月 02日灵修短文 

摘自《默想主恩言》 

  
在旁觀看兩個孩子吵架。一個說：「你不好，我好！」另一個說，「我好，你不好！」

這彷彿是該隱的簡單邏輯。必須有一個好，一個不好。其實，也可能兩個都好，

或兩個都不好，或好的一個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任由錯誤邏輯發展下去，兄弟

可能變成不共載天。 

 

聖經說，「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這是說，

指摘鄰舍的過失，不要以恨為出發點；指摘他的過失是出於愛；見人的過失而不

指摘，是沒有愛心的表現，可以構成他更大的罪。因此，閉口不言的人，必要擔

當他的罪孽。可惜，人往往保持罪，護短而不肯改。 

 

越是對於關切的人，越該指出他的錯失，希望他改進。在教會歷史上，有「金口」

雅號的屈梭多模說，「常人不免犯罪；但護罪不是常人，而是全然屬於魔鬼。」

所以我們應該接受指摘而悔改。 

 

（摘自《默想主恩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