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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全年學習主題「常常竭力，多作主工」（林前15:58） 
2019–2020讀經計劃 

15/11 (日) 16/11 (一) 17/11 (二) 18/11(三) 19/11(四) 20/11(五) 21/11(六) 
西 2-3 西 4-帖前 1 帖前 2-3 帖前 4-5 帖後 1-2 帖後 3-提前 1 提前 2-3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世界各地的疫情及社會動盪不安代禱，求神施恩管理；也請記
念美國大選，求主管理，好讓祂的旨意得成就。 

二、  記念林惜雲及奧斯汀夫婦在印度的福音事工，包括學校及社區中
心的工作，求主保守帶領；也求主管理印度的疫情。 

三、  請為著李賢堯紀念中學的福音工作禱告，本週是學校的福音週，
求主帶領各樣的服事使同學們更多認識主，早日蒙主拯救。 

四、  為著教會的各班主日學禱告，求主使用各班的主日學，使我們得
著造就，也請記念各班的服事同工。 

五、  記念身體有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弟兄姊妹，求主繼續施恩看顧他
們。 

聚會報告 

一、  主日擘餅及信息聚會仍維持網上直播，個別肢體如身體不適可繼
續留在家中，透過網上直播參與。請繼續同心仰望主，求主保守

帶領我們能順利恢復各種聚會正常在聚會所進行！  
二、  今天下午二時三十分，有在網上的事奉交通聚會，請各崗位服事

的同工依時登入。 
三、  教會購備了一批二零二一年的月曆送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可按

家庭單位取用。 
四、  本週二晚為讀經禱告聚會：路加福音第六章 
五、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如何領家人歸主 詩歌：394首 

經文：徒 16:31 
         

一、引言 

瘟疫是主再來的其中一個預兆，當我們看見世界各地的疫症越來

越多，情況越來越嚴重，我們就該知道主再來的日子是越來越近了。

甚願在這末後的日子，我們好好的跟隨主，也更加努力傳揚福音。當

我們見主面的時候，不至於兩手空空，被主責備。我們有很多對象是

需要傳福音的，例如:朋友、同學、同事、鄰居、親戚和家人等。今

天按着主給我的負擔，和大家交通的題目是「如何領家人歸主」。盼

望我們都得着激勵，能更盡忠、努力向家人傳揚福音，甚願每一個肢

體都能全家蒙恩得救！ 

 

二、神甚願人全家得救 

家庭是神設立的，神的心意是要人全家得救，並且全家一同事奉

神，聖經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挪亞順服神的命令造了方舟， 一

家八口就因此蒙恩得救。約書亞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

耶和華。」（書 24:15）由此可知約書亞是一家都被神得着，一家都事
奉神的！在建立教會初期，使徒們傳揚福音，也有很多是一家人同時

得救的。彼得向外邦人百夫長哥尼流傳揚福音，最後不單止哥尼流相

信，他全家都同樣得着了救恩。保羅將福音傳到歐洲的腓立比，他在

河邊傳福音，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呂底亞接受了福音。接著她的

一家都相信，並且一同受浸歸入主的名下。後來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

被囚在監裏，神使監門大開，將他們救出來。禁卒大驚，想要自殺，

保羅就向他傳揚福音，接著禁卒和他全家都信了主。 

 

三、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當神使監門大開，將保羅、西拉救出來時，禁卒以為囚犯都已經

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呼叫他不可傷害自己，禁卒就俯伏在保羅、

西拉面前，問他們說：「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徒 16:30）保羅、
西拉回答説：「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我
未信主之前，經常在一些教堂外看見這句經文。我當時以為在一家人

中，只要有一個相信接受了耶穌基督作救主，其他的家人就會自動蒙

恩得救，不會下地獄的。這當然是極大的錯誤！ 

呂振中譯本將這句經文翻譯成：「信主耶穌，就可以得救，你和

你一家。」原文直譯是：「你和你一家都當信主耶穌，必得救。」原

來這句經文裏「信」這個動詞，是要應用在兩個主詞「你」和「你一

家」的身上，才可得到相同「必得救」這個結果的。所以這句經文的

意思是：「你當信主耶穌，你就必得救；你一家也當信主耶穌，你一

家也就必得救。」我們不能替別人信主；救恩是不能代領，也不能分

發的。每一個人都要自己相信並接受耶穌作個人的救主，才能與神和

好，才能得救！所以「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一個

帶着條件的應許。在一個家庭中，先有一人信了耶穌，他若願意努力、

盡忠、付代價的向他的家人傳揚福音，他的家人就能因着相信，同樣

得著這寶貴的救恩！所以信主的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將

福音傳給家人。家人最終能否得救，乃取決於我們有沒有努力、盡忠、

付代價地向他們傳揚福音！ 

 

四、如何領家人歸主  

有人說向陌生人傳福音很難；向親友傳福音更難；向家人傳福音

是難上加難！但向家人傳福音卻是我們一輩子都該負上的責任。為何

向家人傳福音是比較困難的呢？在家人中彼此太熟悉，不容易講嚴肅

的話題。在家裏大家較隨便，也容易把自己的弱點顯露出來，成為傳

福音的攔阻。怕被拒絕、被取笑，也是很難克服的心理障礙。所以向



家人傳福音，除了要有傳福音的負擔，有愛家人靈魂的心之外，還需

要有許多方法和策略。但若我們願意努力、盡忠、付代價的擺上，「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這個帶着條件的應許，是必定會成就的！若要領

家人歸主，必須按着以下各點切實的擺上： 

 

1. 恆切禱告，不可灰心 

無論我們有負擔向甚麼人傳福音，禱告都是最重要的。因為人得

救不能只藉着人的說話，必須藉着聖靈的感動和工作。向家人傳福音

是最困難的，因此必須憑着完全的信心為家人恆切擺上禱告。「只要

憑著信心求，一點不疑惑；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風

吹動翻騰。這樣的人不要想從主那裏得甚麼。」（雅 1:6-7）傳福音是
屬靈的爭戰，撒但傾盡全力、用各樣的方法和詭計攔阻人信耶穌。憑

着完全的信心，恆切的禱告就是對付撒但最有力的武器！許多時向家

人傳福音，尤其是年長的父母，是一個長時間的爭戰。在我父家裏，

德文弟兄年紀最細，他卻是最早信主的。從他在小學二年級信主之

後，直至一家七口，包括父母全家蒙恩得救，我們共擺上了約二十多

年的禱告！我太太愛菁姊妹的父親很早已離世，由媽媽獨力一人靠著

耕種，撫養九個子女。愛菁姊妹排行最細，一家人中也只有愛菁姊妹

在中學時信了耶穌。因為他們是元朗圍村人，經常要到祠堂拜祭祖先

和偶像，他們每一個都被偶像牢牢的捆綁。在人看來，要他們信耶穌，

是難若登天的！面對這個嚴峻的屬靈爭戰，我們結婚之後，每天晚上

都跪在床前，迫切為着他們的靈魂得救向神禱告。雖然我們為着向外

家傳揚福音、持守見證，受了許多的苦，多年來也好像沒有絲毫的進

展。但我們並不灰心，仍憑着信心，更恆切的為他們禱告，也更迫切

的為著年老的外母向神流淚呼求！最終同様經歷了二十多年，我外母

在離世前一段時間，很堅定、清晰地接受了耶穌作救主，得着了永遠

的生命！所以不要看見家人不肯相信，就放棄，不再為他們禱告，只

要他們一日仍活着，我們就要憑着信心恆切為他們禱告，不可灰心。

神若憐憫，他們總有信主的一天！ 

2. 保持良好關係 

向家人傳福音，保持良好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若彼此關係惡劣，

根本沒有機會向他們傳講福音的道理，也沒有可能邀請他們來參加福

音聚會。若之前彼此關係惡劣，不要計較是誰對誰錯，也不要計較個

人的面子，要主動並努力修補彼此的關係。我為一對年青人作婚前輔

導聚會時，知道那位弟兄在少年時被父母無理苦待，並且被驅逐離開

家庭，之後經歷了許多困苦。我鼓勵他為着福音的緣故，要放低這些

仇恨，要和父母修補破裂了的關係。當然這實在是不容易的，但配偶

若同心，是可以作出很大的幫助和調停的。家庭不是法庭，法庭是分

辨誰對誰錯，在家庭裏卻需要用愛彼此寬恕、包容。感謝主！他們願

意接受交通，靠主忘記往日的痛苦，不記前嫌。最終不單止用愛修復

了彼此的關係，也能邀請父母來參加福音聚會，並且在聚會中接受了

耶穌作救主。「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提前 5:8）若要得著家人，必須
先看顧他們、愛他們，看重與家人的關係，看重家庭的生活，多花時

間與父母和兄弟姊妹相處，並且履行家庭中該盡的責任。這樣就能夠

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在傳福音上就能事半功倍！ 

 

3. 常講福音，不怕被拒絕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
要家人蒙恩得救，必須常常向他們傳講福音的內容，並且要適當地使

用聖經的話，因為神的話每一句都帶着能力的。此外，也需多了解家

人所面對的困難和需要，並按着他們的需要來引進福音。對於不反對

我們信耶穌的家人，我們可以經常向他們講。遇到有些略為反對的，

可以趁他們心情較好的時候講。對於那些極力反對的家人，需要求主

給我們智慧和忍耐，也求主給我們特別的機會，例如當他們遇到難處

或病患時，或許就是向他們傳福音的機會。最重要的是不要怕被家人

拒絕，而閉口不向他們傳揚福音。主耶穌在自己的家鄉向親屬家人傳



揚天國的福音都常被拒絕，但每當有機會時，主總仍然是鍥而不捨地

向他們傳講的。我外母是極力反對我們信耶穌的，雖然如此，我們卻

把握很多機會來向她講福音的內容。愛菁姊妹和媽媽的關係是非常親

密深厚的，但在談論福音時，很多時因著彼此不能妥協，大家都痛心

流淚。雖然如此，我們卻不會因怕被拒絕、怕外母傷心難過而畏縮不

談。最終當神施恩憐憫時，她就蒙恩得救了！ 

 

4. 見證比口傳更重要 

向家人傳福音，個人美好的見證比傳講福音的技巧更加重要。我

們向外人勉強也能忍耐，收藏起自己壞的性情；但面對家人，總是赤

露敞開，毫無遮掩，表現真實性情的。我們未信主之前的性情和處事

態度，家人是最清楚的。我們信主後若沒有好的改變，甚至比他們還

差，怎能使他們接受福音呢？我們若不能靠主控制情緒，遇到不如意

的事就「一撻就著，極速火滾」，這樣就將屬靈的品格作了相反的示

範，怎能使家人受吸引呢？我未信主之前性情比較暴躁，並且非常喜

歡「麻雀耍樂」。信主後我的生命改變了，性情變得柔和，也脫離了

「麻雀耍樂」的捆綁。這都是很真實、家人看得到奇妙的改變。我們

不單只要家人「聽到」福音，更加重要的是要他們「看見」福音。要

他們看見福音的大能，要他們看見我們的改變，看見我們信主後的性

情、生活、喜好、言行、舉止，活出新生的樣式，這樣他們必被吸引。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太

5:15）若我們在家人面前有美好的見證，這些見證就能照亮一家的
人，吸引他們來得着這寶貴的救恩！ 

                                                                                                                                                                                                                                                                                                                                           

5. 有受苦的心志 

向外人傳福音不會給你很大的難處，頂多只是取笑你一下或佔你

一點便宜。但向家人傳福音，若他們是極力反對福音的，可能會給你

很大的難處，所以我們需要有為主受苦的心志。愛菁姊妹因為在圍村

長大，上祠堂祭祀爸爸及先人是家裏非常重視的事情。結婚後她決心

在家人面前表明因信主的緣故，不上香拜祭先人。縱然我們用很多柔

和的方法去解釋，兄姊們卻非常嬲怒，認為她是忘恩負義的叛徒。他

們也遷怒於我，認為是我「教壞」了她。為這事廿多年來不准我們掃

墓，並且常常群起攻擊、將我們痛罵，甚至在大庭廣眾的地方也毫不

留情。愛菁顧念親情，心裏極為難過。我們很清楚知道這是屬靈的爭

戰，不是家人攻擊我們，他們是受了撒但的欺騙，是撒但攻擊我們。

我們必須靠主站住，若我們失敗妥協，仇敵得勝，他們必定沒有得救

的機會。所以我們倚靠主，從來不怨恨他們，總是被罵不還口，以柔

和的態度面對。因為若被激動了情緒，向他們還擊，更深的破壞關係，

就中了撒但的詭計。當他們有難處，需要幫助時，我們總是全力以赴。

我們對外母孝順有加，以至他們都說我們是孝順、是與人和睦的人。

他們對我們的評價是樣樣都好，只是信耶穌，不上香拜祭先人這件事

不好。我們夫婦同心在他們面前堅守見證，願意為家人信主而受苦，

廿多年來流了許多傷心的眼淚！「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

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彼前 4:1）向家人傳福音是屬靈的爭戰，「受
苦的心志」是極有效、有力量的兵器，能幫助我們爭勝！ 

 

6. 堅守真理，不可妥協 

為了使家人信主，要努力保持良好的關係，在一切事上都可以退

讓。但對於違反真理的事，卻要堅守立場，要堅定對撒但説不，不可

稍為妥協。我剛結婚時，愛菁的家姐們來我家探望，他們說我家的風

水非常差，要我養一缸魚來擋煞。其實我很喜歡養魚，原本計劃結婚

後就在新居養一缸魚，享受養魚之樂。但因着他們這樣說，我就堅持

二十多年也不養魚。堅持對撒但說不，以免他們以為信耶穌的人也需

要用這些方法來得着平安。有任何在主日上午的家庭活動，我們必定

婉拒，寧願被責備。因我們不上香祭祖，外母非常傷心，我們卻絲毫

不肯妥協。但我們只是在真理上堅守立場，在其他生活上是絕對可退

讓改變的。我們對外母說除了信主這件事之外，她認為我們有甚麼不



好的地方，我們必定按她的心意來改善。外母在離世前已清楚蒙恩得

救，因為兄姊們有龐大的反對勢力，外母也不想因她信了耶穌，以致

兄姊們更苦待我們，所以外母並沒有讓子女知道她已接受了耶穌作救

主。在外母的喪禮裏，他們在祠堂旁邊搭了一個很大的竹棚，仔女、

媳婦、女婿全部要在棚內圍着棺木三跪九叩十多小時。我們堅持為主

剛強站住，只站在棚內低頭默禱，為他們的得救禱告，求神使他們脫

離撒但的捆綁。在喪禮中，我們面對家人及圍村鄉親父老，承受巨大

的壓力和斥責，我們卻靠主站住，如同海邊磯磐穩固。因為這是屬靈

爭戰，若我們稍為妥協，就羞辱主名，撒但得勝，其他家人就沒有得

救的指望。相反若我們堅守陣地，主得榮耀，撒但抱愧蒙羞，他們才

有得救的指望！ 

 

7. 要有策略，並把握機會 

可採取逐一擊破的策略，先向較容易信主的家人入手。把握機會

多向他們傳講福音的真理，也邀請他們參加教會的福音聚會，讓弟兄

姊妹認識他們，有負擔的肢體也可會為他們禱告並作探望。若他們先

信了主，就增強了在其他家人中傳福音的力量。十多年前愛菁姊妹先

帶了最痛恨我們信耶穌的二家姐的大女兒信主及來參加聚會，後來更

與荃灣家的弟兄結婚，就壯大了在家族中傳福音的力量。我們必須知

道向家人傳福音是我們自己的責任，弟兄姊妹有負擔為他們禱告，向

他們傳福音並探望，只是配搭服事。我們不可將這責任交了給弟兄姊

妹，自己就鬆懈，不負上該負的責任。我也是把握了神給我特別的機

會，首先帶領外母作了第一次決志禱告的。幾年前外母患了癌症，我

們更加迫切為她的得救禱告。有做醫生的弟兄夫婦常常探望，也給她

很多幫助，外母心裏非常感激，但卻仍然很抗拒福音。當她要做一個

大手術之前幾天，雖然她不給我回應，我卻多次重複向她說：「當你

有危難時，一定要向耶穌呼求，說：耶穌我信你，你要救我！」當她

做完手術那天，因為是在日間工作時間內，只有我一人去探望她。我

問她有沒有向耶穌呼求，感謝主！她說有，因為她心裏很害怕！我就

把握了這個機會，將福音的內容再完整向她述說，最後我問她是否承

認自己有罪，是否願意接受耶穌作救主。聖靈感動她的心，她很肯定

的說願意，我就帶領她作了第一次的決志禱告。之後我邀請有負擔的

肢體再去醫院堅固她的信心，神又給了機會，在沒有其他家人在場的

時候，帶領她重新決志，堅固了她信主的心。最後在她離世前的深夜，

神又再次給了機會，讓德文夫婦和我單獨在她的病床旁，我們再問她

是否願意信耶穌，她也能表示願意。感謝主！我外母是很清楚蒙恩得

救的！每當我和愛菁姊妹重溫這些經歷，我們都是向主流淚感恩的！ 

若父母未信主，要把握機會向他們傳福音，不要以為來日方長，

以免他們突然離世，就抱憾終生。雖然他們暫不接受福音，但一定要

把握機會，多次多方提醒他們，在危難時自己要接受耶穌作救主。要

教他們呼求主的名：「耶穌阿，我信祢！求祢救我，我要去天堂！」

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一個強盜，也是在臨死前，藉著呼求：「耶穌阿，

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路 23:42），而得救的！ 

 

五、結語 

雖然我們仍然持守真理，不上香祭祖，但最近幾年愛菁姊妹與家

人已完全修補了以往緊張的關係，這是神奇妙的工作。有些家人也曾

經來石蔭家參加福音聚會，相信他們總會有信主的一天。我外母幾十

年拜祖先偶像，八個不信的子女，加上媳婦女婿極力的攔阻，最終都

能蒙恩得救。一方面是神莫大的恩典，亦視乎我們有多看重要她信主

這件事情、是否願意堅持、是否願意付代價、是否願意受苦！「當信

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是一個帶着條件的應許。甚願我們

都看重家人信主這件事情，並且願意付上該付的代價，他們必有得救

的盼望！求主祝福我們每一個家，祝福每一個家人都蒙恩得救，全家

一同來事奉主！  

□李德光 



不能震動的國 

「當時祂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祂應許
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

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
震動的常存。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
悅的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來 12:26-28)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 

最近幾年，因大國博奕接踵而來的關稅壁壘、供應鏈停擺、貿易戰、
金融戰、科技戰等國際糾紛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中印邊境事件、
南海台海緊張局勢、白俄羅斯政治危機、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內戰
等地緣政治又不斷升溫；加上今年以來新冠肺炎席捲全球在世界各
地爆發，無論感染和死亡人數都屢創新高，全世界落在紛亂之中。
再者，由去年在本港出現的社會運動，到今年在美國因黑人事件引
發的黑貴運動，以致近期泰國持續多月的反政府示威，並上月起在

歐洲出現的新一輪伊斯蘭恐怖襲擊，一連串事件無論天災人禍都在
向我們說明，主再來之前地上要經歷空前巨大的震動翻騰！ 

有人因此心裡驚慌不定，甚至屬乎主的人也有不安失措，然而神的
話清楚指出，這一切震動有其特定目的：第一，為要叫一切短暫的
事物，就是那不能永遠存留的事物，因著震動被挪去。故此我們在
震動中無須感到不安，因為這是主給世人的警告，為要催促人趕快
悔改認罪。第二，這一切震動是要叫不能震動的被顯明出來，得以
常存！我們今天追求的若是神的旨意，若是將來的那世界，就是歡

喜快樂，因為這一切震動不過叫我們所有的、能常存的被顯明出來。 

神的話既然清楚指明主的國度是不能被震動的，我們就必須及時反
思：當追求現今這世界？還是將來那世界？該盼望世上能被震動的
國？還是將來那不能震動的國？哥林多前書指出「如今常存的有
信，有望，有愛」，讓我們因此受激勵，當這世界經歷震動紛亂之際，
一起學習在信、望、愛中儆醒往前。 

信：學習「持守真道、因信而活」 

「信心」按原文與「信仰」「真道」為同一字(G4102)，保羅指出「信

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可見信心的
根基在乎主的話。必須相信主的話，我們才能持守真理「在真道上
站穩」(林前 16:13)，不至受這世界的紛亂影響，被似是而非的道理
搖動失去方向。抓緊主的話，信心就有根基，就能因信而活(參來
10:38)。 

望：學習「儆醒等候、榮耀盼望」 

活在信心的生活中，人裡面的眼睛就得以明亮，看明白神賜給我們

何等榮耀的盼望，有何等豐盛的基業(參弗 1:18)。當我們被將來那世
界的榮耀盼望抓住(羅 5:2)，現今這世界的事物對我們就自然失去吸
引，裡面就被催促要儆醒等候主的再來(參太 24:42)！ 

愛：學習「彼此相顧、切實相愛」 

神的話又教導我們當此際要學習彼此相顧(參來 10:24)，屬主的人當
彼此切實相愛(彼前 4:8)。巴不得我們都因基督愛的激勵(林後 5:14)，
學習「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 6:18)，為教會、為神的家、為

神的見證守望，活出彼此切實相愛的生活。 

但願當此末後動盪時刻，正當現今這世界經歷震動翻騰，我們都在
信、望、愛中儆醒，等候催促主的回來，切切仰望將來那世界、那
不能震動的國快快到來！ 

 
 

每日靈糧 
江守道弟兄信息摘錄 

 

 
11月 15日 
餵養軟弱的羊 

神的群羊中有小羊、成長的羊，也有病羊。有不少人信主多年，會
變得衰老、遲緩，在屬靈路上不再向前走，變得軟弱被動，不再懂
得照顧自己了。因此主沒有要求絕對的愛，祂認識彼得，說：「彼得，



你依戀我麼？你對我有情誼、有好感麼？」彼得因為覺得自己無法
達到那個標準，就很憂愁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
你。」（約廿一 17）在這基礎上，主說：「你餵養我的羊。」餵養老
人比嬰孩更難，他們有經歷、成見且固執，難以改變。本是粗壯、
衝動的漁夫彼得因經歷過失敗，說：「主阿，我依戀你。」主便將病
羊、老羊交託他餵養。 

 
11月 16日 
「愛」只有從主那裏得着 

牧人最重要的一個性格就是愛，但這愛不是天然的愛，天然的愛不
單不合適牧養關顧，反而會破壞整個工作。彼得以為他有這個愛，
事實上證明他沒有。當他明白並承認這一點，他卻從主那裏領受了
這個愛。這個愛只有從主那裏來，所以主問：「你愛我嗎？」這個愛
不在我們裏面，不能生出或製造；然而當我們看見主，被基督的愛
所激勵，那個愛就來到我們裏面，叫我們能夠去愛。牧養不是我們
自己可以作的，不是單單解決一些難處，或在某方面去幫忙；乃是
讓主的愛充滿我們，藉主的愛餵養、牧養群羊，把他們帶到主面前，
使他們領受主的愛，叫神得榮耀。 

 
11月 17日 
牧養與受苦相連 

主將牧養職事交託彼得後說：「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
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
意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着彼得要怎樣死。說了這話，就對他
說：「你跟從我吧！」（約廿一 18-19）當彼得寫信給教會長老時說：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彼前五 1）。見證不是站在旁邊看主的受苦後作證明；乃是藉着看
見了，自己被拉進去，成為受苦受死的一分子。牧養和受苦是不可
分開的，能忍受苦楚是因為愛。牧養工作要經歷長時間和眾多苦痛，
所以必須有受苦心志和愛心。 

 
11月 18日 
牧者的賞賜乃在將來 

牧者的工作是苦痛的，固然在牧養之中，因着弟兄姊妹被餵養、被
引導、被挽回，我們會充滿喜樂，然而憂愁會多於喜樂。可是我們
會得着賞賜，不是現今，乃在將來，彼得說：「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
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彼前五 4）保羅說：「那美好的
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
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 

7-8）我們願意蒙召進入這個不受欣賞，且多誤解、批評的牧養工作
嗎？ 

 
11月 19日 
甚麼是神的工？ 

將來在主審判的台前，許多人會對自己的一生感到驚訝，他們說：「主
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
多異能麼？」（太七 22）主不承認他們以往的工作是作神的工；因為
他們按自己的想法為主作工。作神的工就是行祂的旨意；行神旨意
是要在聖靈的能力裏來行。做神的工首要條件是相信祂（參約六
28-29）；先要相信神在基督裏已經為我們所作成的，就是在神所差
來的基督裏，每一樣都已經為我們作成了。當我們相信的時候，就
開始作神的工。並且在我們相信的時候，神的工作就藉着我們來實
現。 

 
11月 20日 
敬拜與工作 

人常以為做一些好事，積一些功德，為神做一些工作，他們就是在
敬拜神了。其實這是賄賂良心，是死行。「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
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良心，除去你
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來九 14）沒有信心的行為是
死行，不過像該隱將地裏所出產最好的獻上，當中卻沒有血，沒有
信心。他有的是自信，以自己的工作、功德來敬拜；結果被神拒絕
了。要知道我們每一件好行為、每一樣功德、每一項事奉，若沒有
基督，沒有信心，就都是死行，神不能從這些死行中得着敬拜。要
用血潔淨良心，敬拜永活神。 

 
11月 21日 
我們原是神的工作 

我們都認識：「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弗二 8）卻不認識第十節：「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
我們想到為神作工以先，必須先認識：「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
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
二 10）神在我們裏面工作，好叫我們可以作祂的工，可以行祂的旨
意。神的工作是以信心為基礎，沒有信心，就不能作神的工。我們
相信祂的工作，當我們這樣作，讓祂在我們裏面工作，我們就看見
事情作成。當工作得以完成，我們就是作神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