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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在過往四週，我們學習透過敬拜禱告親近
神和尋求神給予我們祝福的對象。並且學
習透過聆聽別人的需要，透過共膳與人建
立關係和關懷服侍來祝福別人。蒙召祝福
之旅的最後一個要素就是分享故事。透過
聆聽，共膳和服侍，我們能夠祝福別人，但
是最要緊的是將神介紹給他們認識，讓神
成為他們生命中的一部份。將神介紹給別
人要懂得分享三類故事:

1)救贖計劃的故事 
2)蒙福得救的故事  
3)門徒生命的故事

分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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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贖計劃的故事

聖經說：「只要心裡尊主基
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
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
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
前3 : 1 5 )。我們每一位跟隨主耶
穌的門徒都應該學怎樣裝備自己去
傳福音，述說神救贖計劃的故事，包括：神
的創造、人的墮落、神差祂的獨生兒子耶穌
基督降生、神的國度降臨在人間、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犧牲的救贖、祂死後按著預言第三
天復活，祂再來的日子及新天新地的降臨。

蒙福得救的故事

神祝福我們，將永恆的生命透過主耶穌基督
賜予我們。我們每一位跟隨主的門徒都有蒙
福得救的故事。蒙福得救的故事內容主要包
括以下三方面：

1. 	信主前的光景

2. 	信主的原因與經過

3. 	信主後的改變

我們相信福音有著改變生命的能力，因為我
們所信的耶穌基督是復活得勝的主。所以信
主前後，生命會因著聖靈的工作而改變。我
們應該細心思想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因未
信者是很有興趣知道我們生命是怎樣藉著
神的大能而改變的。

註：如果你是自孩童時在教
會長大歸主，請思想你是
在那一刻真正擁有自己的
信仰而不是只跟隨父母的
信仰呢？是在甚麼情況下有
這經歷呢？

門徒生命的故事

除了蒙福得救的故事之外，肯定我們還會有
很多生命的故事。因為深信愛我們的主每一
天都會在我們生命工作。神的旨意是要我們
作合祂心意的門徒，所以，當我們去留意神
在我們生命的工作之前，我們必需知道門徒
的特質。耶穌曾經直接教導怎樣活才是真正
的門徒。以下是五樣門徒的特質：

a.	愛耶穌多於一切	(Loves Jesus Above All)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愛我
勝過愛：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
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
作我的門徒。」(路14:26)

b.	渴慕和遵從神的話語		
(Loves and Obeys the Word of God)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
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約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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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耶穌是我生命的主	(Jesus is the Lord)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路9:23)

d.	彼此相愛	(Loves One Another)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
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e.	結果子祝福別人	(Blessed to Bless)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
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你們

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
是我的門徒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
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
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
論 向 父 求甚 麼，他 就 賜 給 你們。( 約
15:5 ,8 ,16)

結果子是神給予我們的祝福和恩典，所
以我們只要跟祂連接，果子便會生長出
來。(參	詩1:2-3)。不但我們的生命會結
果子(參	加5:22-23)，還會祝福別人結
出福音的果子來。

以下的圖表是我們要留意神在我們生命的
工作。

門徒生命的特質 愛耶穌多於一切
遵從神的話語
耶穌是我生命的主

被神祝福
(結果子)

彼此相愛
祝福別人

生命故事的類別 順服跟從
敬拜事奉
信靠得勝
渴慕主道

蒙恩得救
神的供應
神的保守
神的加力
神的恩典
禱告蒙允

祝福別人：
廣傳福音
關懷禱告
幫助別人

關係復和：
彼此饒恕
與人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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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每一分秒神都在我們的生命工作，
求神賜下啟示的靈，讓我們知曉祂
奇妙的作為，好讓我們能夠以生命
影響生命。

每週挑戰每週挑戰

用禱告去堅立你的承諾，為一位未信主的
朋友分享你的生命見證。　

謹記：用這個時機，分享主耶穌在你生命
中的工作。

門徒生命故事的類別	

原來每一個生命環節都是神塑造我們成為
門徒的時刻。我們意會到一些生命的故事是
神用來提醒及幫助我們提升門徒生命的特
質。當我們關注於愛耶穌多於一切、遵從神
的話語和耶穌是我生命的主(第二縱行)這些
特質時，我們便會留意關於這些生命環節的
故事，如順服跟從、敬拜事奉、信靠得勝和
渴慕主道。當我們關注於被神祝福結果子
(第三縱行)這些特質時，我們便會留意一些
相關的生命環節，如蒙恩得救、神的供應、
神的保守、神的加力、神的恩典、禱告蒙
允。當我們關注於彼此相愛和祝福別人(第
四縱行)這些特質時，我們便會留意一些相
關的生命環節，如廣傳福音、關懷禱告、幫
助別人、彼此饒恕、與人和好。

所以，我們不要只留意某一方面的故事而要
全方位的關注。我們很多時候只著重被神祝
福的時候，卻遺忘了其他的類別如愛耶穌多
於一切、遵從神的話語和耶穌是我生命的
主。請留意無論每一個門徒生命的故事是大
是小都能彰顯神的工作，讓別人感受到神的
大能、慈愛和信實。

如果我們不太掌握到怎樣講述神的故事，就
請盡快去參加訓練，參與祝福別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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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這個星期，透過靈修和「生命探索」習作，
你會發現神在你生命中獨特的工作，因為
你個人生命的故事是神宏大故事其中的一
部份，你是誰和神在你生命中的作為，對
神的羣體和我們如何去祝福別人是極之重
要的。

在接下來的五日，請首先默想經文，然後
用時間禱告尋求聖靈的引導去更多認識自
己，再按著「生命探索」習作的五個步驟去
寫出你的故事，目標不是要匆匆完成習
作，而是去作深入的洞察，嘗試放慢你的
生活節奏留空間給神。切記，神是生命的
作者，唯有祂能洞悉你的一生。

切要以靈命操練來完成每一個步驟，這樣
能幫助你更貼近神和對祂有更深入的認
識。我們鼓勵你每天做「生命探索」習作
直至全部完成，儘管你要用二至三個星期
的時間，不要放棄，因為當你完成習作後，
你將會見到你的生命旅程變得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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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神鑒察我的生命

� 詩篇139:1-12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

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

切所行的。
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

道的。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

我不能及的。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

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

榻，你也在那裡。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
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

必扶持我。
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

成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

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神己鑒察我們！祂對我們有深入的認識，包
括我們的思想。用些時間默想這段經文，求
神鑒察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時刻，無論我們
往那裡去，讓神引領和握著我們的手。

生命探索習作

完成第一個步驟–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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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神譜寫我的生命

� 詩篇139:13-14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
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
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 雅各書1:16-18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樣美善的
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
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
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好像
初熟的果子。

神是信實的，神是良善的，神也是永不改變
的! 	或許我們以為神是當我們信主的時候纔
開始譜寫我們的生命，其實當我們還未知道
祂存在的時候，祂已經開始工作。在我們生
命中所接觸的人、事、和物，都是經過神刻
意的安排，為要帶領我們去親近祂。其實，
生命探索習作的精髓就是幫助我們去經驗
和確認在我們的人生中，每一件發生的事情
都是離不開神的這一個真理。當我們還在母
胎的時候，神已譜寫我們生命故事的第一章
(參 	詩篇139 :13 -14)，之後，神從未停止對
我們的看顧和為我們安排，把最好的賜給我
們(參	雅各書1:16-18)。

生命探索習作

開始第二個步驟–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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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神譜寫我的生命 神給我的大計劃

� 希伯來書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
據。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我們因
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的；這
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亞伯因著信獻祭於神，比該隱所獻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稱義的見證，就是神指他禮物作
的見證。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
以諾因著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
著他，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
去以先，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人非有
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挪
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
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
信而來的義…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
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們
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得，
就不能完全。

這段經文描繪很多信心的偉人在歷世歷代
中把信心的錨緊靠在神中，然而到了經文的
末尾，作者提醒我們-緃使他們的生命可作
為信心的典範，但是他們沒有一人是得到所
應許的，神給我們一個更好的計劃：就是他
們的信心和我們的信心相合成為一個完全
的整體，他們信心的生活缺少我們的部份便
不能整全(參	希伯來書11：39-40, 	 T h e 
M e s s a g e  中譯)。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
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神給我
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
得，就不能完全。

神給了我們這一群忠實跟隨祂的人一個偉大
的計劃，我們的信心合成為一個完全的整
體，就像拼圖的塊片，祂把我們合成在一起
去彰顯和榮耀祂，記著這幅圖畫，即使遇見
我們對祂的應許看不清楚的時候，它能幫助
我們信心得以堅固，信靠神已為我們安排了
一個更美好的計劃!

生命探索習作

繼續去完成現在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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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神以信實恩待我

� 申命記7:1-10

「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
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
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
大。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
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
也不可憐恤他們。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
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
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因為她必使你兒子轉
離不跟從主，去侍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
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
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
打碎他們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
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因為你歸耶和華你
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
中揀選你，特做自己的子民。耶和華專愛
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
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
的。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
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
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
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他
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
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當面
報應他們，將他們滅絕—凡恨他的人，必
報應他們，決不遲延。

神以祂的主權和恩典特別揀選以色列人，並
向他們守約施永遠的慈愛。雖然他們時常不
專心倚靠祂，神的信實卻永不改變。

當我們接受基督的愛和十字架的救贖之
時，因著信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兒女，因此也
是神的兒女(參 	加拉太書3 :7- 9 )。神愛我
們，祂的信實歷久不變，請用些時間去思考
神的信實如何助我們走過人生中每一個階
段	 !

生命探索習作

繼續去完成現在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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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神認識我海般深

� 耶利米書1:4-8

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
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
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做列國的
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啊！我不知
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耶和華對我
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
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
說什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
華說的。

神有一個使命給每個人，即使可能我們自覺
不配或力有不逮成為履行祂使命的一份
子，我們在母腹成形以前，神就認識了我
們，當我們還未出生，神早已把我們分別出
來(參 	耶利米書1:5)，所以不要害怕投入使
命，因為聖靈時常都在引導我們!

在我們的「生命探索」習作中，我們會發現
神一直在塑造我們的生命去配合祂的旨意，
神的恩典在我們出生的時候已環繞我們，我
們的使命就是透過分享我們的故事把祝福
帶給別人去見證神的信實。

生命探索習作

繼續去完成現在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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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温講道的信息(15分鐘)
a. 你認為講道的信息嘗試去探討或處理的問題是甚麼？請與小組分享。

講員如何透過講道的信息回答這個問題？ 
主題文章如何幫助你去回答這個問題？ 

2.	應用講道的信息(60分鐘)
a. 請分享一個給你認識生命意義和目的之成長經歷和/或關係(那些有MP記號的)

它怎樣讓你認識神？

它怎樣讓你認識自己？

神如何影響和改變了你的生命？

第五週
分享神的故事和我們的故事	



蒙召祝福之旅 | 89蒙召祝福之旅 | 89

b. 請分享一個你憑信心倚靠神而你卻不能完全明白的成長經歷和/或關係(那
些有FP記號的)

如果你沒有認識耶穌基督，你對這個經歷和/或關係將會有甚麼不同的理解？

當你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現在你的生命有了怎樣的改變？

神如何影響和改變了你的生命？

c. 查看約瑟的生命探索圖表的例子，在他的人生裡經歷了很大的波折。最初
約瑟並不明白那些傷害他令他痛苦的事情背後的原因，隨著時間的過去，
他最後明白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為要把祝福帶給別人。約瑟說：「從前你
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
日的光景。」(創50:20)

現在查看你的「生命探索」圖表，分享神如何使用你的生命故事去祝福別
人。

d. 立志與一位未信主的朋友分享你的生命故事並為此禱告，當你分享你的故
事時，要回答以下重要的問題：

神如何影響和改變了你的生命？

還有，要留意機會把基督的福音向他/她講解。請用以下的空位，寫下至少
一位未信主的朋友是你決定要向他分享你的生命故事。

未信朋友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