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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0 年 5/22~ 5/28 

主日早上聚會 

Marlboro Learning Center 

擘餅聚會                          10:00-10:50 AM 

信息聚會                          10:50-11:30 AM 

專題追求                           11:30-12:30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8:30-9:30 PM   曹英杰弟兄家 

福音營 下午 1:00-9:30 PM  Tel Hai Camp & Retreat 

 

 

 

 

 

 

【家訊信息】願我成祝福 
 創世記一章 26-28 節說出神造人的意義和目的：我們是按著神的

形像造的，是神賜福的對象，並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

地，管理所有活物。換言之，神願意賜福給人，並藉著人把祝福帶

給全地。神的心意在這裡還未十分明顯，但在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身上，神就更清楚的顯出他造人的意義。  

神創造人 給人福澤 

 創世記十二章 1-3 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

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

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

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神

造人以後，將託付交給人，但人失敗了，神就呼召亞伯拉罕，要他

離開本地，有一個新的起頭，並應許他要成為大國，賜福給他，叫

他的名為大，他也要叫別人得福。在此我們看見神呼召人有兩重的

意義：神使人得福；因著承受祝福而叫別人也得福，這就是神造人

的目的，也是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人都是自私的，只顧自己，但

神的心意是要別人因我們而蒙福。  

 亞伯拉罕獻以撒，是在他屬靈最高峰之時。因著亞伯拉罕的順

服，神就向他說話，並指著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

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

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創廿二 17-18)我們看到神每一

次祝福人時，都同時說到別人也要因他而蒙福。  

 創世記廿六章 2-4 節：「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你不要下埃及

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這地，我必與你同在，賜福

給你，因為我要將這些地都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我必堅定我向你父

亞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又要

將這些地都賜給你的後裔；並且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神

不單祝福亞伯拉罕，也祝福以撒，並要地上的萬國因他得福，這才

是真正的祝福。如果每一個人只停留在接受祝福，這福還是有缺欠

的，人還沒有找到完全的價值和意義。真正的祝福是神祝福我們，

叫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這才是我們生存的意義。  

 創世記廿八章 13-14 節：「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

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

給你，和你的後裔；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

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雅各離家出走，來到

曠野，神向他顯現，說的話還是和先前一樣：你要成為大國，子孫

增多，地上的萬族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由此可知，神無論在起

初造人，或是呼召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有同一的心意：神祝

福你，別人也因你得福。  

幽谷逆境 化裝祝福 

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經歷，我們可以知道神的祝福，就是

神在他們身上的工作。可能我們對神的祝福都有自己的領會，世人

認為出入平安、財源廣進、不勞而獲等就是神的祝福，其實這些都

是外面的東西。神的祝福，就是他在我們身上所作的事，可能會叫

你有所增添或減少，但這都是神的祝福。正如神有時會叫亞伯拉罕

得到很多牛羊牲畜等，但當羅得說要分家產而揀選上好的地方時，

亞伯拉罕似乎是有所損失，然而神說這些都是我的祝福。生以撒是

神的祝福，但獻以撒同樣是神的祝福；若亞伯拉罕不獻以撒，就沒

有廿二章這些神的祝福了。所以神的祝福不是用天然觀念去衡量，

以為對我們有益的才是神的祝福，不好的就認為是對付、不幸或者

偏心。如果我們真正認識神的祝福，就會看到在我們身上，無論是

加或減，順境或逆境，陽光或烏雲，都是神的祝福。  

我們認為以撒是承受祝福的，因他有許多的牛羊和井，這是利

益。當非利士人將所有井都填了，要他離開，並且後來他一次次的

挖井，又一次次的被別人霸佔，這是損失，但以撒都承受了，因他

知道無論得失，都是神的祝福。我們在工作上，時常覺得不好的事

常臨到我們，是不公平、受委屈的；願我們都轉向神，認識這都是

神的祝福。雅各得到長子名分和雙份的祝福，但他失去溫暖的家，

離鄉別井，顛沛流離，過著逃亡的生活。他得到拉結，但耗去十四

年的時間；他得到十二個兒子，但他覺得甚麼都沒有，以為最終仍

要悲悲慘慘下陰間，然而這些都是神的工作、神的祝福。  

 當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因病入院，我一方面為她的病得痊愈來禱

告，另一面，也求神因著這個病祝福她的全家，叫她的丈夫和兒女

都因此蒙福。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這就是神的祝

福。很多時候我們要正面的、順利的、光明的東西，而拒絕一些我

們不願意的事情，但從創世記中我們可以看到，神在人身上的工作

無論是收去或賜與，都是神的祝福。  

承受祝福 叫人得福 

 神一直祝福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最後從約瑟身上，我們看到

神通過約瑟將祝福帶給地上萬國。  

 當全地發生饑荒，約瑟開了各處的倉庫，將糧食供應給別人，成

為別人的祝福(參創四十一 55-57)。香港經過金融風暴及九一一事件

後，人裡面滿是惶恐、饑荒、空虛、黑暗，不知活著為甚麼？哪裡

有真正的滿足？在饑荒中的供應，就成為別人的祝福。當法老王

(預表世界)都不能滿足人時，只有約瑟那裡有供應和滿足。但願我

們都成為約瑟，將祝福帶給人，將基督介紹給人，成為在饑荒中將

糧食供應別人的人。  

 彼得前書三章 9 節：「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

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在舊約我們看到是神先

祝福你，以致叫你成為別人的祝福，但在此可以看到是因我們不以

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為別人祝福時，神就使我們承受福氣。  

 但願我們不但渴慕得到神的祝福，而且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們身

邊有許多人需要神的救恩、生命、安慰、信心、盼望、饒恕。當我

們得著神這麼豐富的祝福時，便應隨時準備將這些祝福帶給別人。  

 有一對夫婦本來已準備離婚，但被邀請來到福音聚會中，且信了

主，結果主挽回了這個家，傳福音者便成為這個家的祝福了。求主

憐憫我們，一面叫我們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另一面使我們經歷神

的工作，將祝福帶給別人。這是神造人的目的，是我們活著的意

義。 

 願我們學習法蘭西斯弟兄的禱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

之處播下你的愛；在傷痕之處播下你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在黑暗之處播下光明；在憂傷之處播下歡

樂。主阿，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

【禱告事項】 

◆ 為購置會所禱告。請按心願於奉獻袋上註明此項目的使用。 

◆ 為兒童服事禱告。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 為5月28~30日的的福音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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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求了解人；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願我們都成為別人

的祝福。    ――摘自香港教會家訊 

【傳福音的態度】 

(1) 肯聽 聽人講話表明出你尊重他、愛他，藉此可了解他的需要和

情況。 特別是老人家，說話比較嘮叨，你應願意聽他講，這不

但使他感受愛與關懷，並且了解他之後才傳福音，更易摸到他

的需要，容易對症下藥。 

(2) 尊重對方 勿輕看他，勿帶著定罪態度和說教式的口吻。 不要

像法利賽人般自義，自以為是，高人一等。 當然你可以嚴重地

講到罪，但不要有輕看的態度。 我們從前也是罪人，沒有什麼

比人好，不過今日已蒙主拯救吧了。 對方若未聽過主的事，最

好不要在開始時便指出他的罪，要有智能，且要尊重人。 你的

態度好與壞，他是感受到的。 

(3) 仁慈 盡量讓他了解你實在愛他，關心他。 別以為只用責備可

令他悔改，他愈感受你的愛，你的話便愈有力，愈能幫助他。 

(4) 認真 對方若看見你的態度不認真，便會覺得信與不信也無關重

要。 當然講的時候，中間可以加插些幽默的話，尤其是剛剛接

觸人，開頭與人談話的時候。 但講到主釘十字架便要較嚴肅。 

傳福音時，我們可以有喜樂有歡笑，但同時亦有嚴肅認真的一

面。 不要過份嚴肅或輕浮，人若太輕浮，是很難帶人信主的。 

(5) 坦白 用愛心說誠實話。 不要怕這樣說會刺傷他，令他反感，

只要他知道你實在愛他，他便不會太介意。 緊要的是態度與語

氣能表示出你的愛心。 不夠坦誠不夠深入，便摸不著他的心，

影響力很有限。 

(6) 直接而不硬塞 有甚便說什麼，直接而不轉彎抹角，但不要勉強

他聽，不要毫不理會他的反應而對他硬塞硬填一大堆話。 

(7) 對他的良心說話 通常未信者知道自己有罪，當你向他講福音

時，他會往往岔開話題，並藉發 問去掩飾自己，所以你要對著

他的良心說話(人的靈受影響才會悔改，而良心是在靈裡)。 譬

如你講到罪和主的愛，應希望他有反應，而不是講些東西給他

參考，要刺的他的良心。 

(8) 帶給他緊要的基本真理 (參考第三章)先講緊要的事才解答他的

問題，否則解答了一個問題又解第二個、第三個 ......講福音的

時間和機會就沒有了。 有些問題在他聽完福音後自會明白，因

此要避免讓他岔開傳講的中心。 如果真有緊要的問題，可簡單

解答，再回到中心。 主耶穌向撒瑪利亞婦人傳福音，她談到他

們的祖宗雅各怎樣怎樣，但主不讓她岔開中心，講出她已有五

位丈夫，直刺她的良心，她繼續想岔開，卻始終勝不過主的智

能。 

(9) 十分忍耐、勿辯駁 他若是誠實尋求，你要給他解答心中的問

題，但不要有辯駁的態度，不要令他覺得你在顯示自己聰明。 

辯駁是無益的，因為他會怕失去面子而拼命跟你執拗。 尤其是

在兩三個人面前，更應盡量避免爭辯問題和直指他的罪，當有

了辯駁的成份和感覺時，他就開始有防備的心，你講的時候，

他在思量怎樣駁到你，這樣他又怎會接受你所講的呢？ 你駁贏

了，他也不會信，是因自討沒趣；你駁輸了(當然你熟識真理，

就必不會輸)，他就更不會信了。 所以即使是一對一的傳，亦

應盡量少駁，但他若是真心尋求的話，則大家可以辯講真理，

你可將真理的證據和理由指給他看；他若一味跟你辯駁，你就

不要再辯下去，因為此時此境他不能接受真理。 神說：「謙卑

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神若叫驕傲的人空手離

去，你還能給他什麼呢？ 

此外，你要十分忍耐對方，他若遲遲不明白，不要說他愚蠢。 

(10) 注意自己的情緒，勿發怒，要存溫柔敬畏的心 彼得教我們存

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所發問的(彼前三 15)。 敬畏即是要認

真，對方若很橫蠻，你可提醒他幾句，不過這是少有的情況。 

一般的情況你不應發怒，對方若情緒衝動，待他平靜些才繼續

講。 

遇到不想听的人，便得先挑起他的需要和興趣，或刺他的良

心，使他有渴慕的心，否則你再講也是浪費時間。 

(11) 若他的話反對神和教會或信徒、真理，勿站在他一邊 譬如他

批評基督徒假冒為善，你要使他知道假冒為善的只是掛名的基

督徒，正如貨幣也有真假。 但主既然是真的，犯罪的生活也

實在是不好的，他就應該接受主作救主，自己做個真基督徒。 

(12) 講時，若情況合適的話，不妨提及他特別的罪或藉你的見證和

講論，使他想起他特別的罪而良心自責 要有愛心，讓人知道

你愛他，然後再提及他特別的罪。 對小販，你可提及犯欺騙

的罪，一針見血，直刺他的良心。 對其他人，你可按其情況

提及其它的罪，例如色情、賭博等。 

(13) 勿講太長、要簡潔 應當了解對方能有多少時間聽你講和反應

如何，而決定講長講短。 福音聚會講得較長，是為多人聽得

清楚明白的緣故。 一般個人談道，因單單針對他一個人的需

要，較易使他明白，時間不要拖得過長；但這不等於馬馬虎虎

地講，一樣要講清楚，並要摸到他的心。 若你與朋友、家人

能夠經常見面，可每次跟他講一兩件見證或實例，挑起他的需

要，有機會才向他詳細地講福音。 千萬不要因為一次無法講

完整個福音便完全不講。 

(14) 若有可能或合宜的機會，盡量帶他作決定 切不可抱不要他立

時悔改信主的態度，要讓他知道你很想他悔改，很想他現在就

得救，得著赦免、喜樂和新的人生；神也盼望他現在悔改，現

在正是悅納的時候，是拯救的日子(林後六 2)。 

(15) 若可能就一同禱告 他若接受主，你當然要帶他禱告，即使他

仍未相信亦可一同禱告。 你藉開聲禱告將他和他的需要帶到

神面前，並使他看見你愛他，關心他，渴望他得著真正的改變

和得著福音的好處。 與他一同禱告會使他更體會神的實在，

這會幫助他接觸神。 禱告之後，或許他就想信主呢！ 

問：我們碰到難得救的人時，要怎麼辦？在講臺下和講臺上的

傳福音，是不是有不同的路？ 

【傳福音的問答】 

問：我們碰到難得救的人時，要怎麼辦？在講臺下和講臺上的傳

福音，是不是有不同的路？ 

答：傳福音最要緊的，是學習與聖靈同工。聖靈怎樣作工，我們

著聖靈而行，這是最要緊的事。再

者，救人不只要救好救的人，也要救難救的人，因為你可以在其

中學功課。你能救一個難得救的人，慢慢的你就能救其他難得救

的人了。我們在講臺下向人傳福音，和在講臺上是一樣的。不過

有一件要緊的事，就是一定要把罪人帶到主面前，總歸要有禱

告；他一禱告，就能被帶到主面前。 

【你講我就好了】慕迪先生是近代主在美國所興起的一位重用的僕

人。 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不過是一鞋店的伙計。 他被主拯救

以後，一步一步蒙主開啟，終於被主大用，成為一個大有能力的傳

道人。有一次他很想應用科學證道，就求主說：「我讀書不多，不

懂科學，我恐怕講錯，求主幫助。」主卻回答說：「你不要講科

學，你講我就好了。」據估計他一生帶領一百萬人信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