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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6 靈修 (週日) 

題目：【務要牧養神的群羊】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5: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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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

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

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

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釋義】 

來到書信的尾聲，彼得特別提醒在教會中作長老的人。原文

的開首是：「所以，我要勸 (exhort/urge) 在你們中間作長老

的…」。在上文，彼得吩咐收信人要把自己的靈魂/生命交託

神。這裡以「所以」開始，表達作長老的人在實踐這個吩咐

上有其責任。 

 

注意彼得的用詞和態度。這裡，彼得以相同的身份發出勸勉：

「我這同作長老的…」在書信的開首，彼得自稱是耶穌基督

的使徒 (1:1)，到向教會的長老說話時，卻改以「同作長老」

稱呼自己，並且是「勸勉」，不是「吩咐」。由此看出彼得

的謙卑及對長老的尊重。 

 

此外，彼得形容自己是「基督受苦的見證人」(a witness of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和「那將要顯現的榮耀的參與者」(a 

partaker also of the glory that is to be revealed)。這個自我介

紹正好把全書的主題作一個總結：受苦和榮耀。在世寄居的

基督徒難免要忍受苦難，這是跟隨基督的代價 (2:21)。然而，

基督徒將要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1:7)。在基督裡，受苦和榮耀是一個銅幣的兩面。基督徒要

懂得從榮耀的角度看受苦 (能與基督的受苦有份是榮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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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要從受苦的角度看榮耀 (沒有受苦的榮耀是廉價的，

提倡榮耀神學)。基督徒是見證人 (a witness)，也是參與者    

(a partaker)。彼得如此介紹自己，表明在信中所寫的既是他

的經歷，又是他的確信。彼得勸勉作長老的人：「務要牧養

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作長老的責任，尌是代表耶穌基督

在地上牧養神的子民。此處特別強調一種「為他人設想」的

牧養態度：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不是轄制群羊，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作長老的當追求甚麼呢？那尌是「榮耀冠冕」(the crown of 

glory)。彼得鼓勵他們，「到了大牧人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

到那永不衰殘、榮耀的冠冕。」(5:4)。其實，每一個重生得

救的人都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他們

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1:4)。究竟「基業」與「冠冕」有何分別

呢？彼得並沒有詳細解釋。很可能是沒有分別的。作群羊的

領袖當追求的不是今生的益處，也不是將來在物質上的回報。

他們要嚮往的，乃是與眾信徒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得著稱讚、

榮耀和尊貴 (1:7)，如同僕人得到主人稱讚又良善又忠心一樣 

(馬太福音 25:21，23) 。 
 

 【思想】 

 耶穌基督的受苦為今日的牧者、長老留下了一個怎樣的榜樣

呢？怎樣的牧養方式是「看顧」而不是「轄制」呢？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牧養祢的群羊是祢的託付，更是祢賜給我們

的榮耀。求祢幫助我看重祢的榮耀 ，並能夠甘心樂意地服事

祢的羊。不輕看自己的位份， 也祈求你賜給我能力，以祢的

恩典、慈愛和能力澆灌我們，謝謝祢主耶穌。我誠心的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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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7 靈修 (週一)  

 題目：【要以謙卑彼此順服】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5:5-7） 

5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尌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

束腰，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

你們升高。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釋義】 

  第 5 節的對象轉向「年輕人」(younger men)。長老要按著神

的旨意牧養群羊，幫助弟兄姊妹繼續行善，把靈魂/生命交託

神。這是長老的責任。年輕人則要順服「年長的人」，即

「長老」，在原文是同一個字。在 2:13-3:7「順服」與尊重、

忍耐、溫柔嫻靜的心相關。作臣民的要順服、尊敬君王；作

僕人的要順服主人、忍受冤屈；作妻子的要順服丈夫，以溫

柔嫻靜的心妝飾自己。到這裡，當順服的對象指向教會的長

老時，彼得卻用了另一個態度襯托著順服的行動──「謙卑」

(humility) 。 

 

「你們大家都要以謙卑當衣服穿上，彼此順服」 

 

值得注意的是，彼得把謙卑應用到教會中所有人──「你們

大家」(all of you)。不錯，作為年輕的要順服長老，但長老卻

不能以世俗的君王、主人或丈夫的態度對待在下的人，倒要

以謙卑當衣服穿上。教會有人作領導的，也有被領導的人，

然而耶穌教導門徒：「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作主治理他

們，有大臣操權管轄他們。但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

們中間誰願為大，尌要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尌要作你

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 20:25-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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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順服長老是出於謙卑的心，作長老亦要謙卑自己，視

自己為眾人的僕人。當長老看自己是僕人時，當然也要學習

順服，明白神呼召他們，是要服事人，不是受人的服事。如

此，教會群體尌出現「彼此順服」的關係了。可以說，「彼

此順服」是區分教會群體與其他社會組織的一個重要標記。 

 

彼得不是說，當年輕人順服長老後，長老才謙卑地對待他們。

彼得乃吩咐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以謙卑當衣服穿上，彼此順

服。不論是長老或是年輕人，「彼此順服」是一個大家都要

共同遵行的命令，當中沒有任何附帶條件──不是要求別人

先順服，然後自己才肯謙卑下來。謙卑不是一個禮尚往來的

回應。彼得提醒收信人：「神抵擋驕傲的人，但賜恩給謙卑

的人。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這樣，到了適

當的時候，他必使你們升高。」(5:5-6)  

 

基督徒要謙卑，單單是因為敬畏神。基督徒是在順服神之下

實踐彼此順服的教導，而順服的行動源於謙卑的心態。基督

徒敬畏神，順服神。基督徒相信神是顧念、關心我們的。當

我們懷疑順服有何作用時，當長老不按神的旨意牧養群羊時，

我們只頇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神自有祂的定奪、審判：

「神抵擋驕傲的人，但賜恩給謙卑的人。」 

 

【思想】 

  我們該如何實踐「彼此順服」呢？困難嗎？如何克服？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為我們作了謙卑服事的榜樣。驕傲是

我們的本性，它不斷的破壞我和神的關係，求祢幫助我。甚

麼時候我覺得自己不驕傲了，祢尌讓我看到這本身尌是在驕

傲，當我驕傲時，順服尌是一個負擔。求主幫助我一步步地

挪去驕傲，輕省地走人生的道路。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

督得勝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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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8 靈修 (週二) 

題目：【要提防魔鬼的吞吃】  

 

【閱讀經文】 (彼得前書 5:8-14） 

 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10 那賜

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裏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

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

你們。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12 我略略的 

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 ，

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13 在 

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 

們安。14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 

基督裡的人 ! 

    

  【釋義】 

  在書信的結束前，彼得再次提醒收信人：務要謹慎，要警醒       

(1:13；4:7) 

  

「謹慎」側重在自我控制 (self-controlled)、保持清醒 (sober) 

上，「警醒」卻有戒備、留心的意思。彼得在 1:13 吩咐收信

人要準備自己的心，謹慎自守，那尌可以專心盼望耶穌基督

顯現時帶給信徒的恩典，一點不疑惑。這裡，彼得再次吩咐

他們要謹慎、警醒，因為他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

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並不是彼得的常用詞，在彼得書信中只在這裡出現一

次。相對於父神的憐憫、耶穌基督的救恩、聖靈所傳的福音、

天上的基業及將來的盼望，「魔鬼」實在是非常次要的主題。

在系統神學裡，有關「魔鬼」的討論尌佔很少的空間。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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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主題雖是次要，卻並非不重要。彼得提醒收信人，他們

所面對的不只是人所加給的苦難 (如毀謗、冤屈和辱罵)，更

是背後那「吞吃人」的邪惡勢力。苦難有肉身痛苦的一面，

也有靈性掙扎的一面。 

 

彼得特別用「咆哮的獅子」的形象來描繪撒旦，一方面表達 

  魔鬼的兇惡，另一方面暗示魔鬼縱然兇猛，也只限在「咆哮」

上面 (俗語說：「靠嚇」、「兇人」)，信徒不用害怕。主耶

穌提醒門徒：「那殺人身體但不能滅人靈魂的，不要怕他

們……你們的父若不許，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尌是你們的

頭髮也都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的麻雀還貴

重！」(馬太福音 10:28-31) 魔鬼透過不信者的毀謗、辱罵，

誓要把信徒嚇倒，如同「咆哮的獅子」。當信徒信心軟弱，

走回放蕩無度的舊路，魔鬼尌藉此機會控告人，叫人放棄信

仰，懷疑神的大憐憫。「魔鬼」尌是「誹謗者 /控告者」

(slanderer/accuser) 的意思。 

 

信徒應如何面對呢？只有一個方法，尌是「以堅固的信心」

(standing firm in the faith) 抵擋魔鬼的咆哮、誹謗和控告。信

徒要堅信些甚麼呢？那尌是相信神的恩典和看顧，5:10「那

賜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了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

在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

量給你們，建立你們。」面對別人的毀謗、魔鬼的咆哮，信

徒要堅定相信自己已蒙神的憐憫，並且在基督裡已成為重生

得救的人。無論遇上怎樣的苦難、詴煉，都不能叫信徒與基

督的愛隔絕。當短暫的詴煉過去，尌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

時候得著稱讚和天上的基業。魔鬼致力做的尌是叫人懷疑這

一切，視這一切為愚拙。信徒要謹慎、警醒，以堅定的信心

抵擋魔鬼的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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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當信心出現軟弱時，我們可以及應該做甚麼呢？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的愛是如此的長闊高深，是世人

所不能認識的，但魔鬼想橫加阻撓，以致迷惑、恐嚇我們。

求祢賜給我們有能力，識別一切的攪擾，時常在禱告中警醒，

逃離魔鬼的口，堅定地站在神的恩典中。我誠心的禱告是奉

耶穌基督大能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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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9 靈修 (週三) 

題目：【讓耶穌當家作主】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1-2） 

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給那因我們的上帝

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2 願恩

惠、平安因你們認識上帝和我們主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 

 

【釋義】 

彼得在書信一開始尌自稱耶穌基督的「僕人」和「使徒」

（1:1）。「使徒」當然指他是主耶穌親自委派的代表。

「僕人」應該譯作「奴隸」，不單是謙遜的自稱，更強調自

己「屬於」主耶穌的。這是以另一種方式強調彼得自己是主

耶穌的代表。彼得後書的首要目的，是要當地信徒防避已經

滲透教會的一個異端。彼得一開始尌強調自己是主耶稣的

「代言人」，絕對有權柄指出異端的錯誤。不過他是恩威並

施的，馬上肯定收信人是「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提醒他們也是聖而公之教會的一員，同屬基督的身體，千萬

不要輕易跟從異端，自絕於正統的教會。 

 

彼得後書開宗明義説，主耶穌尌是上帝：「……我們的上帝

和救主耶穌基督」（1:1）中「我們的」是定冠詞，同時指

「和」字前後兩個名詞「上帝」和「救主」。這表明耶穌基

督同時是「我們的上帝」和「我們的救主」。第二節又稱呼

耶穌為「主」，除了確立耶穌在我們生命中的主權外，這個

字在希臘文化中是一個神聖的尊稱，再凸顯他尌是上帝。 

 

耶穌尌是創造天地的上帝，而彼得尌是他親自委派的代言人，

所以彼得有權對異端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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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多次自稱「上帝」，他的門徒又清楚表明他尌是上帝。

英國大文豪魯益師認為這種宣稱，理性上只有三個可能性： 

 

（1）耶穌是精神病人，（2）耶穌和門徒有政治野心，像中國

清朝的太平天國，（3）耶穌真的是上帝。耶穌一生的教導，

極有條理，絕對不像一個精神病人。他有多次機會被群眾擁

戴稱王，卻選擇死在羅馬人手中，顯示他沒有政治野心。理

性上我們只餘一個選擇：承認耶穌是上帝。 

 

魯益師的時代，很多英國人只承認耶穌是一個偉大的老師或

思想家。但魯益師的論證指出，這是個不合乎邏輯的立場。

你可以當他是精神病人，當他是野心家，尌是不能只當他是

個老師。如果你不認為他是精神病人或野心家，尌唯有承認

他是上帝。彼得後書是使徒彼得殉道前的遺書，倘若他不是

親眼見證死而復活的主基督，實在沒有必要為此賠上了性命。

但你理性上承認耶穌是上帝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你真心承

認他是你生命的主人，願意放下自己的喜惡，按主耶穌的意

思生活，才能真正「同得（和使徒彼得）一樣寶貴的信心」。 

 

【思想】 

你真正從心底裏承認耶穌基督是你生命的主人嗎？你生命中

有甚麼範圍還沒有讓耶穌當家作主呢？ 

 

【祈禱】 

主耶穌基督，祢是萬有的主宰，能稱為祢名下的子民，是何

等大的恩典，我獻上感恩。願我的生命中，隨時都有祢做主，

引領我人生的道路，不虧缺祢的榮耀，活出一個討祢喜悅，

也能祝福他人的豐盛生命。我誠心禱告是奉耶穌基督慈愛的

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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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 10 靈修 (週四) 

題目：【忠誠為主 一無所缺】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 3-4） 

3 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

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4 因此，祂已將又寶

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

敗壞，尌得與上帝的性情有份。 

 

 【釋義】 

  第三節中的「虔敬」，勉強可譯作「本分」、「義務」、

「責任」、或「盡忠職守」，但這些詞彙在中文通通帶不出

原文那種高尚的情操，更表達不到背後你「欠了他的」「不

能不做」那種強烈的催迫感。這種品格是古代世界的精神支

柱，現代人卻感到陌生，唯有在現代軍隊中才繼續被重視。

這品格往往跟「榮譽」相提並論，通常指重視自己的義務，

為國家，為社會，願意承擔一己責任的人，獲得無上的榮譽；

反之，尌是羞恥，失去榮譽。彼得後書所指的「虔敬」當然

是對上帝及對信仰群體（即教會）的責任和義務，即對上帝

及教會要「忠誠及委身」。第七節把「虔敬」列在品格清單

八項中的第六項，更準確應譯為「忠誠」或「委身」。 

 

「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1:3）

經文的原意是：「為了我們的生命和我們對上帝的忠誠所需

要的一切，上帝的大能已經供應。」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

要，必定不會阻礙我們對上帝的愛；教會的內憂外患，也不

能減少我們對教會的忠貞。上帝應許（1:4）這適切的供應，

是因為我們原來尌是回應榮耀的主的召喚。這個召喚與應許，

也要求我們一個道德的回應──要遠離敗壞的事，與「上帝

的性情有份」。即便出身卑賤的低下階層的信徒，如今也分

享上帝的榮美，可以享有尊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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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道神學院前院長滕近輝牧師，幾十年前拿了當時華人中罕

見的外國名牌大學的博士學位，居然推卻了許多大教會的邀

約，決定到當時還是開荒階段的宣道會北角堂事奉。起初幾

年教會財政十分緊絀，每月滕牧師做多份兼職，他奉獻給堂

會的金錢居然比教會給他的薪金還要多。這種「自己節儉，

錢花在聖工」的習慣，到他九十二歲安息主懷時都從未改變。

滕張佳音師母談起滕牧師退休後與她的生活情況，說有一次

他倆要購買一部電視機，滕牧師堅持要買二手的，最後還選

了一部整個畫面都是「雪花」的電視機，晚上他倆在朦朧不

清的螢光幕上觀賞籃球賽。那年代不要說香港，連中國大陸

都家家戶戶有一部新的彩電了。 

 

【思想】 

  你是否願意立志一生對主對教會忠誠，努力愛主愛人？你是

否把一切交托上主手中，相信祂必供應呢？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將生命的道賜給我們，也供應我

們生命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我承認世上來的情慾時常將我

困擾， 引我向死路上走，若不是祢的憐憫和保守，我一定又

滾回泥灘中。寶貴的主耶穌，謝謝祢和那麼多的前人，為我

作出了榜樣，求祢賜給我能力，脫離世上的情慾，恢復神在

我身上的榮耀。我誠心禱告是奉耶穌基督榮耀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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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11 靈修 (週五) 

題目：【至死忠心】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 5） 

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釋義】 

  新約聖經有幾個不同的清單，列出基督徒應有的特質和品格，

最著名的是馬太福音的八福，和加拉太書的聖靈所結九個果

子。1:3-8 列出了使徒彼得心目中的清單，清單上共有八個品

格，以「信」來開始，以「愛」來終結。 

 

彼得列出的八個品格的第一個，和合本譯作「信心」。原文

的「信」可以解作信仰，即對基督的信心。但「信」作為一

種品格，尌應理解為「忠貞或忠心」。忠貞或忠心必頇有一

個對象，例如夫妻一生一世對彼此的忠貞，古代人則重視臣

僕和下屬對主人的忠貞，以及對自已國家或族群的忠心。彼

得後書引申這概念，以耶穌基督作為每一個信徒的主人，信

徒必頇忠於主基督。而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亦成為信徒忠

誠的對象，所以我們要防避異端滲透並分裂正統教會。現代

社會主張「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作主門徒要抗衡世

俗文化，重視對主耶穌對教會至死忠心，讓上帝可以信賴你。 

 

第二個品格「德行」是指因為你具體的行動被你的群體所認

同，凸顯了你高尚的品格。猶太民族是把品格和行動緊密相

連的。第三個品格「知識」並非單單指頭腦的知識，更重要

的是個人對耶穌真實的認識，必頇在生活和事奉上與主同行，

才能真正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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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殉道在即，提醒我們要對基督對信仰群體至死忠心。十

九世紀「劍橋七傑」的見證也同樣令人感動。當年戴德生剛

剛創立內地會，以本色化的宣教方針，推動在全中國建立教

會，感召了一批英國的年青人，在 1885 年出發到中國去宣教。

其中七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頂尖學生，消息當時震撼了整個

英國社會，傳媒更冠以「劍橋七傑」之名。他們激勵了無數

英國和美國的年青人加入內地會，在十五年間，內地會宣教

士數目由 160 人激增到 800 人。七傑中最出名的是原已紅透

半邊天的運動員施達德，他後來在中國、印度和非洲傳教，

四十六年後死在他熱愛的非洲。七傑中的另一位何斯德是將

軍之子，後來接續戴德生領導內地會多年，更曾被關進日軍

集中營。後來他被迫離開中國，何斯德才以八十四歲高齡返

回英國，翌年死在英國。劍橋七傑其他五位中有三位，其一

生都在中國熱心傳教，最後死在中國。對主「至死忠心」這

四個字，劍橋七傑肯定當之無愧。 

 

施達德的名句是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t，Only what i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傴有短暫人生，瞬間過去；唯獨為

主所作，永遠長存。」 

 

【思想】  

  你願意立志一生忠誠事主，至死方休嗎？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祢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

樣不是藉著祢造的，所以我們本應該有祢的樣式，但我們犯

罪得罪了祢，毀壞了祢的樣式，所以祢親自來到人世間救贖

我們，謝謝祢為我們捨身流血。求祢幫助我們堅定地信靠祢，

活出一個基督徒的品格，更深更多地認識祢。我誠心的禱告

是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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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5.12 靈修 (週六) 

題目：【永存盼望 積極面對挑戰】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 6）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

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釋義】 

彼得的品格清單中第四項品格是「節制」，在古代各文明中

均佔崇高地位。「中庸」是中國儒家的經典，與節制有其共

通性。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認為，節制在所有品格中擁有

中心的地位。亞里士多德為節制下了定義：明知自己某些慾

望是邪惡的，立下決心原則上不去跟從這些慾望。 

 

彼得後書的品格清單中以「信」開始，以「愛」總結，卻好

像沒有提到「望」。但不少聖經學者認為八項品格中的第五

項尌清楚表達了「永存盼望，積極面對挑戰」的意思。這一

項品格（1:6）中文譯作「忍耐」，但「忍耐」的含意比較消

極被動，原文的意思則比較積極，是在面對逆境和困難時，

仍堅持不懈、積極地向前走，直至到達目標為止。例如我們

形容一個殘障人士通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學會了游泳，這種精

神面貌尌是第五項品格。其實彼得後書反覆論證主必再來，

一切將要更新，亦是強調信徒不要受困於眼前的險阻，要

「永存盼望，積極面對挑戰」。 

 

每當遇到困難時，你不要火上加油，不停想像種種惡劣情況。

你要告訴自己「辦法總比困難多」，努力列舉各種解難之方

法，然後信靠上帝，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一步一步踏實地去

做。例如不少教會的同工都面對過會眾大量流失，年青人尤

為嚴重。同工可以選擇灰心失望，自怨自艾，從此不再跟進

離開了的弟兄姊妹；但也可以努力尋索迷羊，主動出擊到處

探訪，職場、家庭、大學都去，嘗詴把弟兄姊妹挽回。最重



 16 

要的不要給自己種種藉口，無論外在環境，或者自身恩賜，

都不讓其成為放棄的理由。其實不少同工「選擇」去挽回流

失的人，過程中自己亦大大經歷主恩，也為主挽回了不少寶

貴的靈魂。 

 

 【思想】  

  你現在的事奉和個人生活可遇到甚麼困難？有甚麼解決辦法   

呢？你願意倚靠上帝的恩典，積極一步一步去解決嗎？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謝謝祢的話語，不斷地在我生命中工作，

祢說，因著祢的道我們得以潔淨。求祢將祢的靈澆灌在我們

的生命中，好結出相應的生命的果子，尌如，知識、節制、

忍耐、敬虔等。在各樣的果子中能夠榮神益人，成為神在地

上的見證人。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恩典的聖名祈求，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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