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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诘推诿不信者

“若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因他
们不信、就废掉天主的信么。断乎不能

的。莫若说、凡人是假的、惟有天主是真
的、如经上说、在你说话的时候、得称
为义、在你被议的时候、可以得胜。”

罗玛人书第三章第三至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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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没有工夫，信基督是闲人的事。

你说信基督是闲人的事。我且问你，一个人在世界上饿
了，有没有说“我没有工夫去盘吃的”呢？冷了，有没有说“我
没有工夫去盘穿的”呢？信道还紧要过谋肉身衣食，因为灵魂
贵过身体。身体饿死冷死，不过暂时；灵魂饿死冷死，就要受
永远的苦。列位莫说我的话渺茫。灵魂一定是有的。灵魂也
一定是要有衣食的。肉身的衣食是用布帛菽粟，灵魂的衣食却
是用天主之道理。无布帛菽粟，肉身必死；无道理，灵魂也必
死。肉身死，是埋在地下；灵魂死，是沉沦地狱。埋下地，虽
朽坏，肉身不觉，因知觉性已不在这里；沉沦地狱那就是千年
万载，知觉性都粘连灵魂，在那里受虫噬火灼的刑罚。而且肉
身虽有吃有穿，终久有一日会死；灵魂一得了真道之养，便永
远不死。所以说信道理紧要过谋肉身的衣食。耶稣来特为赐这
个道理给人。别的道理虽好，不过如琴棋书瓷，好看好听，能
增灵魂的喜乐，而无补于灵魂的饥寒。独耶稣道理能救灵魂的
死，养使永活。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神之第二为圣子降生。祂
见得世上的人，自元祖亚当，受魔鬼诱惑，犯天主诫命，引罪
入世之后，子子孙孙，日甚一日，声色货利，奸贪诈伪，不知
不觉，把灵魂所需要的粮食衣服，一切都抛弃不顾。天主治
世，大公无私，法度森严，赏信罚必，既是犯了祂的诫命一定
不能徇情枉法，任犯罪的人逍遥法外的。因为这个缘故，地狱
里不晓得钻进了多少以身试法的人，前车既覆后车不鉴，仍是
源源而来，如飞蛾赴火，不烧死不安乐。天主覩斯现状，心实
不忍，有因见屡生圣人劝化，都不济事，迫得将灵感动童女怀
孕，取身友世，把自己所做所见的，赤滩沥尽情说出来。又牺
牲祂的肉身流血作挽回之祭，赎万民罪，入墓三日，遂复活升
天，作信祂的人的前导。这些都是千真万确，载在圣经里，没
一点虚假的。人若说没有这事，请细心把新旧约圣经，自始至
终，穷原竟委，察出其所以然，又把历代真实信徒宁死不枉道
徇人的言语及其行为，思量一思量，自然晓得我这话是不错的
了。这话既不错，请问信道理是不是紧要过谋肉身的衣食呢？
这样紧要的事，都肯拿“没有时间”这四个字来推诿。难道你竞
不要自己的生命吗？唉，列位，你说没有时间。莫说我冲撞，
我要问你一问：你有看过戏没呢？你有上过茶楼酒馆没呢？你
一日十二时，有偷闲和朋友叙谈过无益的话没呢？我晓得这些
事，你一定不能尽免。怎么做这些事，你不说没有工夫，偏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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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这密切关系于你生命的道理，就说没有时间，未免太过颠
倒了。所以说你没有工夫那句，是用不着。肯免了那些，就有
大多工夫来做这些了。

二。我不能明白。

你说我不能明白。信主原不用怎样明白，晓得自己有
罪，天主是独一无二，耶稣是普天下唯一的救世主，就得了。
必要明白完，然后信。莫说道理，就是每日所用的清水，也未
必人人能明白，不过晓得它洁净可饮，为身体所需，就拿来用
罢了。推而至于火呀、饭呀、衣服呀，也是这样。有哪个务要
研究得水、火、饭、衣服的原理，然后用的呢？从前有两个少
年跑远路，途中颈干，恰遇一股清泉。一少年即近前掬起来
饮，渴就解了。一少年说：“我未经将这股清泉化验过，不敢
遽饮。”后来竟干得四肢无力，不能同那饮过水的少年一同赶
路。可见水能解渴，必要明白然后用，必会渴死。举一反三，
用火、用饭、用衣服倘若也要如此，也一定会幽死、饿死、冷
死。因为既明白所用之物，又要明白吾身之全体，如何要用
水、用火、用饭、用衣服，事事求得其所以然，方叫做真正明
白，这样日子就会搅长了。饥、渴、黑暗、寒冷的时候迫不及
待，你要这么久日子，才搅得清楚，哪得不死？虽然信道不是
说总不消明白，“明白”二字，有两解，一浅一深。信道之初，
程度一定是浅，但看他心地已否光明，可入心就可以入教了。
若连自己是否有罪，天主是否独一，耶稣是否救世主，都尚
茫然，那也不能遽收他入教。所以也要有明白，这个“明白”， 
叫做“浅明白”。天主道理奥妙无穷，学死一世，都不能得其终
极。老牧师，没一个不天天祈祷学圣经，愈学愈觉其深，也
愈学愈觉其有味。人学圣经，学到不敢夸口说他已经明白，
这是真明白了。这个“明白”，叫做“深明白”。“浅明白”，在信
道前；“深明白”，在信道后，必要追求老牧师的程度，作耶稣
门徒。这好比必要当得化学、汽学、光学、植物学、生理学、
体功学各科的教员，然后饮水、烧火、吃饭、洗衣服，世界哪
还有人可得救呢？须知得救不在明白，在信。耶稣只说信者得
救，未说明白者得救，信即是明白的钥匙。圣经希伯来书十一
章第一至二节说：“信是叫人以为所盼望的事、是实在的、是
作未见的事的凭据的。古人也是因为有信、得了美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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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说：“我们有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着天主的命创造的、这
样、也知道那看得见的万物并非从有形的造出来的。”可见一
个人，想明白耶稣道理，最要紧是从信入手。犹之于水、于
火、于饭、于衣服，既晓得它于人身生死有密切的关系，不妨
直信其为身体所必需。一面用，一面考察，既可以由渐明白，
也不至受渴死、幽死、饥死、冷死之惨。列位勉之，我劝你信
耶稣，实是推己及人，想你同得我所得的益处，断不是吃你的
空子，不用多心。你于今只须历浅明白一阶级，这一阶级，甚
是易历，肯虚心求圣灵帮助，就有光由天父处赐给你，可以窥
见里头的美富了。请即照我这些话试试。

三。我非堕落迷失的人，为何要得救呢？

你说我非堕落迷失的人，为何要得救呢？不错，你如果
非堕落迷失的人，本来不用得救，我也不用和你讲得救的道
理。如今我天天不住地和你讲得救的道理，就是因为你们的确
是个堕落迷失的人。列位莫说我冲撞，讲出来你要受。我请
问你，俗语是不是有句“天生天养”的话？一个人既然是由天生
天养，这个“天”，是不是指着天主说的？既是指着天主说的，
这个天主，是不是我们的大父母？天主既是我们的大父母，我
们是不是应该孝敬祂？世界上肉身的父母，是不是有权管他的
儿子？儿子不孝敬肉身父母，或更不认他们作父母，反去孝敬
父母的仇敌，去为非作歹，肉身父母，肯不肯优容这个儿子？
是不是会绑送地方官治他的罪，罚他进牢里头受苦？即不然，
这个儿子，是不是会被父母所不认，任他触法自毙？又不然，
这个儿子是不是会漂流浪荡，无家可归？我们背弃天父，口虽
晓得讲天生天养，却去多谢偶像，言语行为，全没有个规则。
十诫所禁的凶杀、奸淫、偷窃、妄证、贪婪，问心没有一件不
干犯过，而且不晓得是罪，反流连忘反，公然青天白日，都肆
无忌惮，和那不孝子一样可恶。天主设天堂地狱，以赏善罚
恶，我们这等悖逆，这等污秽，身死之后，岂有不永堕地狱之
理？既然身后要受这样的罚，如今在世，岂不已是一个堕落的
人？天父那里总是我们的家，我们忘了天父的恩，不晓得找路
回去，徘徊歧路，犹羊无牧，岂不已是一个迷失的人？耶稣
说：“比如一个人有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你的意思如何。
那个人岂不是撇下这九十九只在山上、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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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如今我们既不能说不是堕落，不是迷失，那追羊的事，
岂少得的？我晓得你们所说的堕落迷失，是指现在的景象。现
在你们安常处顺，没有犯国法，也没有作浪子流落在外，原本
说不着堕落，说不着迷失，无怪你说不要得救。但耶稣救世，
不是救肉身的堕落迷失，是救灵魂的堕落迷失。肉身堕落迷失
不堕落迷失，自己晓得；灵魂堕落迷失不堕落迷失，自己晓不
得。此必须有洞彻上下综管幽明的人，来到尘世，把这条道
理，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然后总能令人了然于心。耶稣就是这
个人了，祂来告诉人，即担救人的责任，祂的历史，具载于福
音书内。祂所讲的话，所行的事，无一不表明祂是天主的子，
是来世上做救世的工夫的。所以我们不读福音，不能知自己是
堕落迷失；不依赖耶稣，不能救自己的堕落迷失。列位不信
自己是堕落迷失，请你看看玛太传福音书第七章十三至十四
两节，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领到灭亡地方的那门是宽
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领到永生地方的那门是窄的、路
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怎样叫做窄门？即是敬畏天主，守天
主的律法，一点不合道理能使己不圣洁的事，都不敢做。这叫
做窄门，反是就是宽门。你自问现在是进在窄门，抑是进在宽
门，就晓得自己亟求救于耶稣了。

四。我与入教的人一样好。

你说我与入教的人一样好。你要晓得入教未必得救。入
教之后，要真心信赖耶稣，事事遵耶稣的教训而行，总能得
救。得救的人的好处，表面上不过和平、仁厚、诚实、守本份
而已。和平、仁厚、诚实、守本份，这几个字，不消人教，也
尽量做得到。难道读圣贤之书，总没有一个有品行的吗？须
知品行好，有两等，有为人而造作于外的，有为己而根据于内
的。为己，除信耶稣的以外，总未免带有杂质。质即不杂，根
柢也不深厚，难望其久而不变。怎解呢？信耶稣的品行好，是
求悦于天主，不是求悦于人。虽也能得人间之名誉，究竟是天
主获荣。玛太传福音书第五章十六节所谓：“你们的光也当这
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与你们在天
上的父。”不信耶稣的，虽为己，究之没有希望，没有倚赖，
久后没兴就会懒。犹之短源的水，喊声天旱就没得流。无终食
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君子，天地间能有几多



7诘推诿不信者

个？有，则是晓得敬畏天主的了。至于带有杂质的，这等人，
似乎也有些希望，也有所倚赖，惟希望的不永不真，倚赖的不
正不稳，究不是真光。为人的，那全是剪彩为花。耶稣所谓粉
垩之茔，外现为美，内实充满死尸污秽，更不用说了。你说你
与入教的人一样好，姑无论入教有真假之别，就许你比着真
的，请问你自问，是为己，还是为人？就许你是为己，请问你
自问，有杂质，还是无杂质？就许你无杂质了，真正是根心而
发的了，和平、仁厚、诚实、守本分，这等好品行，得世上之
名誉则有余，得天国之赏赐则不足。由信由恩是怎样说？好品
行岂能拿来作得救的代价么？尚恃有好品行，便以为入教的人
是这样好，能得救，我已与他一样好，也必能得救，可以不用
入教，这无论你于得救之道尚毫厘千里，远未能识。就这拿自
己的好品行来抵制耶稣之一念，已可以断定你一定不能得救的
了。怎么说呢？耶稣是天来的救主，你抵制祂，第一是不智，
第二是无礼。不智是不识救主，无礼是不接救主。救主操末日
审判之权，祂对自己的门徒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
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何况不识祂，不接祂。这样看起来，
你这句话，你想表明你是一个善人，反表出你是一个恶人来
了。因为善人必好善，至善无过耶稣，你乃不识祂，不接祂，
拿自是的话来抵拒祂。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恶。我还有一个
譬喻，天下雨，我恃我有陂塘，立一个篷厂，遮盖我的田，来
拒雨，说我的田与受雨的田一样润。天出日，我恃我有灯烛，
拿一幅大黑布，封蔽我的屋，来拒日，说我的屋与入日的屋一
样光。哈哈，老哥，世上有这样的人，你要不要笑他蠢？你说
你与入教的人一样好，就是这样。

五。我若入教，我不能依己心意做事。

你说我若入教，我不能依己心意做事。唉，正是要不依
己心意做事，才是好人啦。孔子教颜渊为仁，开口便说要克
己。己即是私欲，与天理相反。下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
礼勿言，非礼勿动，即是教他不可依己心意做事。依己心意，
未有不喜欢视非礼，听非礼，言非礼，动非礼的。所以孔子要
喊它勿，才能够克去这个己，才能够做成一个仁。你说入教不
能依己心意做事，正见得这个教赶急要入的了。何以呢？孔子
教颜渊勿，是要自己勿，还恐有时不能勿。入了基督教，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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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然不能不勿。这个教都不入，岂尚是有辨别性的人么？就
许你所说这个己，不同克己那个己，然而至到入教后不能依，
也可以晓得是不合道理的了。我推你们列位的心，难道是这样
说，我想依己心意去读书，入了教不能，我所以不入。我想依
己心意去种田，入了教不能，我所以不入。我想依己心意去
学手艺或做生意，入了教不能，我所以不入。哈哈，列位，士
农工商，是人生的四大业，世界上只有不要人伦的和尚道士，
才不讲这四件。入教仍是一个平民百姓，没有不读书、耕田、
学手艺、做生意的。而且入了教，读书、耕田、学手艺、做生
意，还要加倍认真，事事有个学问，做出来比别个好，比别个
易得发达，才能自立于世。入教后尚是依己心意做这几件范围
内的事，哪有不能的呢？人除了这几件范围内的事，还有什么
正经事干呢？难道你想做在这几件范围外那些不合道理的事，
或想参些不合道理的事入这几件事业之内吗？这样一定是不
能。你这个己也一定是要克，士农工商范围外那些不合道理的
事，就是嫖、赌、吹以及做盗窃、当光棍、设骗局、包揽词讼
等等。参不合道理的事入这几件事业之内，就是拜偶像、或巫
术、以及信用堪舆、卜卦、算命、择日等等，这些皆是教会所
严禁。你想做这些事，你的心意是这样。列位，我有几个顶恰
当的字，可作你心意的批评：即是淫、污、贪、狡、昏、懦、
闭、固。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意，还可依它来做事的么？我劝你
不可这样，己的心意，不合道理的多，总要依主心意，才不至
有错。主心意怎样？十诫和四福音的教训，都是主心意之所
寄。我引不得那么多，总之能除却己心意，就可以求合主的心
意了。你们不怕干主义怒，肯任灵魂被淫、污、贪、狡、昏、
懦、闭、固的心意累自己下地狱，那就不讲，但这是极可怕，
也是势所必至的。你自己虽不怕，我却不忍坐视你自投于可
怕。愿你听我忠告，速改方针，莫再纵自己的心意，阻你入教
之路，致失掉你得救的机会，是为至要。

六。我要看我向所拜的神。

你说我要看我向所拜的神。唉，你还讲这些话，难怪你
不能明白。虽然，一国有过渡的时代，个人亦有过渡的时代。
由假归真，是信徒必历之阶级。先不信你向所拜的神是假，后
必不能信真神。不见得别个真，必不晓得自己的假。然则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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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拜的神，不如看现所未拜的神。现所未拜的神，是怎么样
的呢？圣经说，祂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祂至尊无
对，独一无二。祂有于天地之先，天地万物，都是祂所创造，
所管理。天有四时，是祂令地球侧绕太阳而成。地有雨露，
是祂令太阳蒸起地气所变。人饥，祂生菽粟备人食；人寒，
祂生桑麻备人衣。往事不可忘。祂授人以记忆力，著作才，新
理不易析；祂授人以精巧思，试验智，尚有无数目能见及目不
能见，耳能闻及耳不能闻的各种事物。都是祂的巧妙经营，待
人探索。最紧要是祂宝贵我们世人的灵魂，生救主耶稣，宣传
祂的秘旨，作我们的引导，使我们生知由来，死得所归，又严
立律法，以科罚凡不信不义之人。这些都是祂独有之权，不用
别的神帮助，也不容有第二个神匹祂。十诫第一诫说道：“除
了我之外、不可敬奉别的神。”第二诫说道：“不可为自己制作
偶像、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作它的像。不可
跪拜那些像、不可事奉、因为我耶和华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
主。”这个神是这样，拜祂只有用心灵和诚实拜祂，奉耶稣名
为绍介，以及守祂的诫命：不忤逆父母，不说谎，不犯奸淫，
不行凶，不盗窃，不妄证，不贪婪。你想想拜这个神，既这么
简便，又有这么好的教训，世界上哪里还有第二个好得过祂？
你向所拜的神，哪里有一点表明它的权能智慧，及它管束人心
的律法。两两比较，自知这个现所未拜的神是真，你那个向所
已拜的神是假，不但是假，又是现所未拜的神的仇敌。第一第
二两诫，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你要看它来定你的从违，幸而它
是冥顽不灵的死物，它若是会讲话，必极力阻止你，不许你拜
天主。怎讲呢？因为它是一般不规则不道德的人的祖宗。你看
娼妓，赌徒，强盗，个个都是安奉它，说是要靠它保佑，就可
以晓得了，正神岂喜欢人做这些事的？既喜欢人做这些事，必
不喜欢人守与这些事相反的十诫，所以我说你要拜天主。它若
会讲话，必要极力阻止你。你要顾你的前程。古人说：“是道
则进，非道则退。”你向所已拜的神，与你现所未拜的神，既
这样显判黑白，自然我这个是道，你那个非道。进是道，退非
道，都是一晓得就赶急要做的事，哪还可观望迟疑，坐失事机
而不顾？难道你还怕你向所拜的神，因此作祟么？须知邪不胜
正，拜真神作假神的对敌，假神自无奈你何。拜假神作真神的
对敌，那就会如孔夫子说的：“获罪于天无所祷。”小心小心，
莫再拿这些话来自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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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我可以信耶稣，亦要拜偶像。

你说我可信耶稣，亦要拜偶像。拜偶像三字，我于上几
章，已说得明明白白，是万不可干的事了。你今还说要拜它，
真是奇怪。我不用辟拜偶像之谬，且就你这句话来推求你的
心。你说我可信耶稣，亦要拜偶像，岂不是想作滑头派，面面
都要讨好么？无益。徒重己罪恶是了。耶稣说，一仆不能事二
主。你重这个，一定会轻那个。你爱那个，一定会恶这个。况
耶稣与偶像势不两立，一个人岂能一面做官，一面又做匪？一
面尽瘁国事，一面又效忠敌人？你无非有两样心事委决不下。
一，偶像似乎能祸福人。再，拜偶像的人多，我一人独异，未
免为强者怒，弱者笑，在众中来往，很难过。因这两件缘故，
所以才有这句话讲出来。谁知拜偶像的事，今日已处于劣败。
你即不信教，也会拜它不久，因为民智已渐渐开通，淘汰偶像
的日子，不日就到眼前，你还说要拜它。不但我们说你不是，
众人都会笑你下愚。如今这个日子未曾到，且莫说它，且解
释你现在所委决不下的心事。耶稣，你晓得祂是天地主没有？
你晓得万国万民的生死祸福之权，都是在耶稣手里没有？不晓
得，你可以缓些信祂。信了祂，就先要晓得这层，不可再分心
于偶像。肉身祸福，是人所自召。例如不守身，会有病。不谨
藏，会被盗。住屋，吃食，不讲究建筑法，不求合卫生理，会
死亡相继，奇症百出。处世不晓得和睦，讲话不晓得谨慎，就
会有官非口舌，刑戮临身。这是天主创造世界管理生灵的天然
法律。是就其正者而言，反常者又当别论。犯它，定会有祸，
不犯自能致平安之福，与偶像绝不相干。有时似乎是干它，不
过适逢其会，它实不能为此。哪有偶像能祸福人的道理的呢？
这个是黑暗世界，自然是不利于有光的人。但耶稣命我们为世
上之光，暗虽甚宽，我的光也虽然是一盏小小的灯，我如果肯
举起来照人，那就会照这么远。光这么远，只有光使暗失，断
无暗使光灭之理。如若不然，以为千千万万人中，止我一盏
灯，他们走惯黑路，很不喜见光。我也是走惯黑路的人，何苦
举起这盏灯，来讨他们的恼？不如遇大家同有灯，我才举；独
我一人有，我就收。光人既看不见我的短处，暗人亦不至嫌我
立异，几好。哈哈，老哥。你这样为人，莫说耶稣是无所不
知，莫说耶稣是执掌末日审判的全权。就比方是你，你的妻或
子，在家夫你父你，在外又要夫野汉父路人，你会一刀砍死他
不？晓得推这条道理，自不敢说我可信耶稣，亦要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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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为人好，又不犯罪。

你说我为人好，又不犯罪。我晓得你原本不是歹人，也
没有作奸犯科，但天主看人与人看人不同。耶稣说：“除了天
主、没有一个良善的。”从前有一少年，就耶稣问当行何善以
获永生。耶稣答以守诫。少年问何诫。耶稣答以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做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
少年说：“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了、还有什么缺欠么？”这
个少年的语气，也像是说，我为人好，又不犯罪。耶稣是识人
心之主，岂不知他为人好又不犯罪？为何叫他不可杀人，不可
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做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耶稣
神眼，明明见得他有隐恶，他外面虽好，譬犹粉饰的坟墓；外
见为美，内实充满死尸污秽。再细玩下文“你要做完全人、去
将你所有的都卖了、周济穷人”句，愈见得那少年，实未经遵
守诫命，实日行杀人、行淫、攘窃、妄证、不敬父母、不爱
人之事，而未著其迹。怎见得？阳虎曰：“为富不仁。”不仁非
必明明出去为恶。有钱自有脸，讲话分外响。譬如地方官要办
一人，他问过富绅，富绅只轻轻胡说一句，说这个人在地方上
都不大安分，地方官拿他做眼镜，得了这句话，就定案办了那
人，这也算是他杀人。有钱自多人奉承，肉欲是人所同有。奉
承人的人，最工于投人所好，晓得怎样可以讨好，就罗雀掘
鼠，买一倾城物送他，望他得此分外照看己，这也算是他行
淫。此举类推，攘窃、妄证、不敬父母、不爱人，种种恶行，
都是有钱人做得较易，做得较无迹。观今鉴古，如此类的人，
枚不胜举。能够售所有以济贫，那就万恶都无从发生了。故耶
稣教那少年以此。我即不敢冤枉那少年未遵守诫命，就许他实
已遵守诫命，又实实肯依耶稣言售所有以济贫，真已讲得嘴响
我为人好又不犯罪。那信道理一事，还是不可少，看下文耶稣
即接以“你还要来跟从我”七字便见。况乎我们中国，一向未闻
天主之诫，只以未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为好人，为未犯罪。各
种逸出十诫范围之事，或有形，或无形，不知凡几，怎得在天
主面前说我为人好又不犯罪？不讲别的，即拜偶像一层，就已
经在天律上犯了叛逆的大罪。譬如仆不主其主，反奉强盗作
主；子不父其父，反认路人作父；妇不夫其夫，反依野汉作
夫。你想为主、为父、为夫的，肯当他这样的仆、这样的子、
这样的妇是好人是未犯罪否？耶稣固然是来招罪人悔改，无罪
的不用应他的招。但你想说我为人好又不犯罪，就可以不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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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请问你心里头同行为，有悉暗合我上所引那段圣经，耶稣
答少年那几条诫命未呢？即不论这层，你有拜过偶像未呢？我
知你必不敢说没有拜过。然则，你这“我为人好，又不犯罪”这
两句话，从今后劝你不可说。

九。我没有时间参加聚会。

你说我没有时间参加聚会，因为老板不允停工，这一层
也不用忧虑，总要你有信。有信自然就能参加聚会，不在老板
允不允。列位莫说我这话稀奇。我且与你讲一道理，工人得老
板喜欢，是不是在忠心和有能干？我信了主，有这两件见知于
老板，我要主日做礼拜，哪个敢不允？而且你这样说，无非是
想保你的职位罢了。谁知想保职位，正是要忠心和有能干，不
在不做礼拜。你若是又奸巧，又无用，徒然在公司混饭吃，莫
说不守主日，就连年都不回去过，都是不能保你的职位。况且
他不允，他究竟是个人，耶稣是天主，天主大过人。听天主紧
要过听人。论老板的名分，耶稣是万民心灵界永远的主，老板
只是我个人肉身界暂时的主。怕个人肉身界暂时的主的阻力，
遂不敢信从万民心灵界永远的主。请把职位和永生比一比。孟
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
而取熊掌者也。”这里岂不应说：“职位我所欲也，永生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职位而取永生”么？你如果不信得过
信耶稣有永生，那就不讲。既信得过，哪可给小小的职位，来
拖累自己得永生呢？所以我说，有信自然能守主日，不在老板
允不允。我试把这个“能”字，过细再论一番。你说不能，是生
于不允。我说能，是生于信。你是因不允，故不能，因而遂不
信。我说信就能，不管他不允，是相反到极端的。我何以敢讲
这样相反的话呢？因为“信” 字里头有工夫。首先，听天主应过
于听人。其次，晓得做礼拜是天主特立以祝福恪守的人，不守
是拒福。再次，效法天主六日勤劳做工，七日应修养一日，叫
精神气力，分外强壮。又次，晓得与信徒结交是守主新约的吩
咐，不聚会，上无以尽对天主的本份，下无以明待人的道理。
末后，晓得做工的人，只有此一日得与兄弟聊络，不守必与兄
弟疏，可见之兄弟既疏，不可见之救主，不用问而知其更疏，
救主既疏，得救无望，信救主的，哪肯失此？此五项皆是由信
生来，再大的上司，都不能阻我。他万分不允我停工，止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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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他，忠心和有能干的人，哪里找不着工作？

十。我怕魔鬼试探，难作成耶稣门徒。

你说我怕魔鬼试探，难作成耶稣门徒。你晓得这些话，
自然说明听过好些道理的了。这句话之中，也含着有你已经晓
得作耶稣门徒之理了，就是要圣洁无疵；不作耶稣门徒，可以
任便犯罪的意思。你心里也算有了一线光明，能辨别是非邪正
的了。但你既能辨别，怎么又不肯去非从是，弃邪归正？难道
你以为未信耶稣仍是属魔权下，可以行魔所悦，于自己私心上
很是便宜？一信了耶稣，要时时同私心开仗，未免自寻苦恼，
不如仍在非中邪中混过日子，倒得快乐自由么？哈哈，朋友，
你错了。作耶稣门徒与不作耶稣门徒，不是在成不成就罢了。
倘若作成了耶稣门徒，没有什么益处在身后，怕难作成就不作
耶稣门徒，也没有什么害处在身后；那你这句推诿的话，就人
人都可以照说，无谓捱克己的苦，来盼望能作成耶稣门徒了。
列位，你说是不是呢？今不必纠缠此层，我且问你，你说怕魔
鬼试探，究竟你信得过耶稣是可以倚赖的未呢？你信得过圣灵
是无所不能的未呢？你信得过倚赖耶稣借无所不能的圣灵帮
助，日日警醒祈祷，心地光明，喜暗怕光的魔鬼，见光自然退
避，不敢来侵犯的未呢？如果晓得这层道理，按着圣经教训，
就诚诚实实做去罢！哈哈，我的好朋友，到了这时候，正如
古人说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哪里还有什么魔鬼试探之可
怕的呢？只怕信了道理，圣经不看，主日不守，祈祷不做，貌
似光明，心仍黑暗，见财心动，见色又心动，这是自己去招惹
魔鬼，说不得是魔鬼试探。古人又有句话说：“门内有小人，
门外小人入。” 一个信道理的人，至不免复受魔鬼诱惑；不消
说，他心里一定是先有吸引魔鬼的磁石了。但要做到心里头能
够令魔鬼绝不敢来试探，这些程度，我也不敢轻以许人。惟是
有一条最简最妙之法、载在圣经雅各书里头，我且引来作列位
的书绅格言，它是这样说：“你们拒绝魔鬼、魔鬼就必远离你
们。你们亲近天主、天主也必亲近你们。”我们抱定这两句话
来作耶稣门徒，一生不懈，至死方休，自不愁祂做不成。愿列
位早日相信，莫再拿这层推诿的话来搪塞，致终身在魔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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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我怕因信道失去我的产业。

你说我怕因信道失去我的产业。唉，逼难的事，那是一
定有的。世界上因受逼难而失去他的产业的，不知多少，岂个
个都是因为信了道理？信了天主之道的人，又岂个个都会受
逼难失去产业。须知世界上若不讲公理，强凌弱，众暴寡的
事，无地蔑有，不独信主的人难免。即不信道的人，倘立在强
众的对面，也是难免。若讲公理，他晓得信主的人是个好人，
倒会与我们亲密，哪还有逼难给我们受的呢？一个人于凡事总
要反求诸己。孟子说的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我既爱人敬人，人反以横逆待我，再三自反，有没有什
么对人不住之处。这样，那个横逆待我的人，必是个禽兽，不
用同他较量。信耶稣的人，以爱人如己为主义，更不消说要自
反的了。耶稣说：“人若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
造各样恶言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
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被人逼
迫。”这些话实在是我们的金句，最足安慰我们因信耶稣而受
逼难的人的心。但我们既要自反曾否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尤
要自反是否的确是为义为救主。果是为义为救主而受逼难，莫
说失产业，就是失性命，都是我们所甘愿。怎解呢？产业总不
比天国之富，所失总不比所得之大。从前彼得对耶稣说：“我
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
诉你们、凡为我和福音、撇下家宅、弟兄、姐妹、父母、妻
子、儿女、田地的、必在今世得百倍、就是家宅、弟兄、姐
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到来世必得永生。”
照此看来，即不受逼难，都不可恋恋产业，况可因怕失产业而
就不敢信主么？耶稣有常说：“人若尽得天下、丧掉生命、有
什么益处。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请问生命比较产业，哪件
重要？生命即是灵魂之永生，耶稣是救灵魂的主，怕失产业而
不信耶稣，产业未必能永保。灵魂早已绝了永生之望，毅然信
耶稣，不怕失产业，永生既可得，产业也未必定失，何乐而不
为？况今日产业之富，犹推信耶稣的人为第一。我细想你这句
推诿的话，里头有些不好的意思藏住，不嫌得罪，且听我直说
出来。你们这样推诿是不是含着有如下的一层意思？说如果教
会肯答应保护我身家性命，我自当信从。哈哈，列位，你若是
存这样的心来望教会，那就未免弄巧成拙了。耶稣要人舍所
有，你反欲借教会保所有。哪作得耶稣门徒呢？我愿你这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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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层意思。大家看重生命，莫作不能穿针之驼，就恭喜你
了。

十二。迟缓几日，我自己能信。

你说迟缓几日，我自能相信。我且读两句圣经给你听。
哥林多人后书第六章第二节说：“现今正是收纳的时候、现今
正是拯救的日子。”列位须知这“现今”二字，有广狭二义：广
义是指耶稣降生之后到世界末日；狭义即指现在，“现今”即是
闻道之时。我们生在百世下，目不及见耶稣，耳幸得闻耶稣道
理，不晓得几大福气。这个机会甚难得，千祈莫要错过。有
许多在教会隔壁住一世，不获闻耶稣道理的。有许多获闻道
理，等日子才信，日子未等到，就先期死去的。我们如果晓得
实在有百年寿，这个“现在”很长，那就等到第一百年临死之前
一日，才来相信也不迟，但是这条数是晓不透的。你说你有百
岁命，或者不够一岁也不定的，或者就在眼前也不定的。清光
绪丙午年八月初一日，香港大风，一刹那间，溺毙万数千人。
这万数千人，不个个都自以为还有几年或几十年世界做的么？
哪晓得一口风，就再没有他的“现在”。列位要警醒，耶稣是救
世之主，就要赶急相信，莫再说迟缓几日。这个“收纳的时候”
和“拯救的日子”，天主不肯展限就你，那就悔之晚矣了。三水
有一个姓梁的老人家，他已经明白道理许久，劝他相信，他就
回答说：“好，等到某日才可。”谁知那日未曾等到，已先期一
命呜呼。你想这“迟缓几日”几个字，害事就是了，莫说迟缓几
日害事，就迟缓几刻，都怕会失了机会。某处火船开行，才离
码头尺许，有一主一仆，赶到来搭船，不晓得它已离，望上不
望下，大踏步踏去，两个人都踏下水浸死。这件事最足以警醒
人，耶稣道理，可以载我们到天国，就好比一只火船，火船开
行有时刻，天主要我们回去，不晓得是在哪一个时刻。有时刻
的，尚且有时赶不及，致丧掉生命，不晓得是在哪一个时刻
的，不更加不可迟缓么？一定的。愿你就在这一刻相信，恭喜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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