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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要因戰爭驚慌， 
要準備面對迷惑和患難 

■ 劉君堯傳道 

「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

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太 24:6） 

過往 2年寫牧者心聲的時候，越來越有個感覺，就是當一個衝

擊來到，我們就要幫助弟兄姊妹從中學習明白神的心意。一個衝擊

過去了，很快下一個又來臨，好像災難不會間斷，讓人心中疲乏。寫

了一系列有關疫情的文章，接踵而來的是高溫、洪水、下一波疫

情……當加拿大卑詩省的

情況開始改善的時候，香港

疫情的爆炸式地擴展，和可

能影響全世界的戰爭又再

一次壓在我們的心上。 

歷史上常常有些很認

真的基督徒在戰爭的時候，

特別是歐洲出現戰爭的時

候，喜歡研究聖經，看看所

發生的戰爭是否聖經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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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最近也有不同的基督徒提起聖經中的「北方王」，「敵基

督」等等。歷史上出現不少戰爭，當然大部分都是處於獨裁者的野

心和邪惡的侵略，然而這樣的猜測聖經大部分最後都證實是錯誤的。

很多聖經的預言都是發生以後人才發現應驗的準確。近代最可靠的

預言應驗，非「以色列復國和之後的戰爭」莫屬。 

主耶穌知道門徒將會「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又會看到「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祂知道門徒聽見看

見這些的事情，很容易就會猜想「末期現在要來到了」，和我們現在

的基督徒一樣。所以我們看到弟兄姊妹有這些想法，不要有責怪的

心態，因為這些是愛主的弟兄姊妹，有錯誤也是和當時的門徒一樣。

主告訴他們，也告訴我們，聽到看到這些事情「總不要驚慌，因為這

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主固然要再來，我們今天知道已經應驗的預言，已經不只是戰

爭，而是各種的預言，多方面的應驗了。「災難的起頭」也已經在歷

史上早就開始了。另外一個不是環境上的預言，「好些假先知起來，

迷惑多人」今天也已經發展得如火如荼，可以說已經完全應驗了。

大家要知道，當主耶穌說「有好些假基督冒祂的名來」的時候，當時

連一個假基督也沒有，因為主還沒有從死裡復活，沒有人冒祂的名。

然而現在，虛假道理的迷惑，已經成為忠心的聖徒需要常常面對的

事情了。 

愛主的基督徒等候主再來，自然小心留意這些事情。其中有一

樣我們應該更加留意的跡象，在主回來之前一定要發生的，是世人

對基督徒的恨惡：「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

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太 24:9）。如果我們翻查一下歷史，就

會發現常常一個地方迫害了基督徒和教會以後，神就用各種巨大災

難，「末日式」地審判那個地方的人。大家都知道主來的日子近了，

也就是說，神很可能開始允許越來越多的聖徒受逼迫，被人恨惡，

被「陷在患難裡」。我們也要實在地學習，為了基督徒應有的見證被

排斥，甚至被恨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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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信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要走該隱的道路 
■ 鄺國雄傳道 

經文：猶11節；約一3:12 

猶大書的作者是主的僕人猶大，亦是耶穌基督肉身的弟弟，他

在迫切、焦急的心情下，寫下只得一章經文的書信。他在書信裡原

本只想談論救恩，可能只想和弟兄姊妹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個人領受

（參第1節），但當他執筆時，就發覺不得不寫信給當時的信徒了。

因為他發現在教會中已出現好些偷著進來的人，文中提及三大惡人：

該隱、巴蘭和可拉，該隱排名第一。第11節記載：「他們有禍了」，

「他們」不是指這三個人，而是指那些偷著進入教會的人。他們有

禍了，因為他們如惡人一樣，奔走該隱所走的道路。猶大十分迫切，

他覺得信徒在末世教會之中要格外儆醒；特別是那些自認是認識神

的人，如該隱、巴蘭和可拉，他們都對神有「相當認識」。 

該隱向神獻祭（參創4:3），巴蘭宣稱大小事不能越過神（參民

22:18），可拉原本是在會幕中事奉神的其中一個利未人（參民16章）。

猶大的意思是這些本來對神有所「認識」的人，原來是惡人。因此猶

大那麼著急勸信徒為從前的真道竭力爭辯，不要受那些自以為認識

神但其實不認主的人所影響、動搖。從猶大書可知，認識神的人不

一定認主。認主的意思是認耶穌基督為主，正如第4節：「……並且

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說是認識神卻不認主的人，其

實是將神的恩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口裡說認主但心裡不認主。無

論是該隱、巴蘭或可拉，都是如此。猶大告誡信徒不要走該隱的道

路，卻沒有闡釋該隱的道路是甚麼路。想必他認為受信人一定熟識

該隱，事實猶大書信中列舉的例子都是舊約裡摩西五經的內容。可

見猶大已假設讀猶大書的信徒，是較熟識希伯來聖經及對舊約經卷

不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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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約翰也曾警戒信徒不要效法該隱：「不可像該隱；他是屬

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約一3:12上）約翰為何叫信徒不可像該

隱？因為在信徒中間個個都說自己認識神，但是否真認識？是否真

的有從神而來的生命？作為牧者其實不能絕對知道誰是神真實的兒

女，屬神的生命不能用人的方法、科學驗證的，因照不出人內裡是

否有屬神的生命，是否有聖靈。可見使徒約翰察覺到在當時教會裡，

有自稱認識神但根本沒有神的生命的人。約翰一書從第一章到第五

章的內容都是一貫的講愛弟兄，在這些所愛的人中，他提出這個警

告——「不可像該隱」。他直言該隱是惡者，因他殺了自己的兄弟。

可見藉著生命的表現，就顯明你是甚麼人。 

使徒約翰說「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

後，接著解釋下去：「為甚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

的行為是善的。」（約一3:12下）該隱是第一個被聖經判定為屬那惡

者的人，雖然亞當是第一個罪人，但聖經沒有稱他為惡者。顯然約

翰是從該隱的角度去解釋的，他認為該隱不以為自己所作的是惡，

而是善的，而且他的善不會不及亞伯。誰判斷該隱是惡的，而亞伯

是善的？乃是神自己（參創4:3-7）。神看中亞伯和他的供物，看不

中該隱和他的供物，就判定了誰善誰惡。約翰敘述該隱「因自己的

行為是惡的」，是從該隱的出發點來看。若不，應是「因他的行為是

惡的」，而不是「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該隱不服神的判斷，就大

大發怒，因神不悅納他的供物。細心想：獻祭的人不蒙悅納，事奉神

的人不及格，發怒的應該是神，但該隱卻向神發怒（當然他亦向亞

伯發怒）。該隱可能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將從地裡的出產獻上，跟弟

弟亞伯都是各獻所長，為何不悅納他的只悅納弟弟的？神悅納亞伯

的原因是他是因著信所獻的（參來11:4）。該隱因為神拒絕他的事奉

（他獻上的祭），並判定他弟弟是善的而他是惡的，就即時當著神

面前變臉。這樣的不服神，其實就是惡了。你能否真心順服神？還

是口服心不服？該隱心口也不服，面也不服，他不懂包裝，與現代

人不同；現代人很多時候會心口不一，口服但其實心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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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曾說過一個比喻，講及兩個兒子（太21:28-32）。父親叫

大兒子去葡萄園作工，起初說不去，但他最後還是去了；及後也叫

小兒子去，小兒子說好但最後沒有去。這兩個兒子誰遵行父命？當

然是大兒子。掃羅是另一個例子，他表現同樣是口服但心不服。有

一次他在山洞，本應給大衛殺掉，但後來知道大衛沒下手，就大聲

承認自己不義，也認同耶和華要大衛作君王，並求大衛善待他的後

代（參撒上24章）；可是他後來一樣窮追不捨要殺大衛（撒上26:1-

3）。有時我們只是口頭上不敢承認自己心中不服神，曾有人說：「祂

是神，不能不服」。如果你曾這樣說，你隨時是個口服心不服的人。 

亞伯因著信事奉神，得蒙神喜悅；但該隱不知因著甚麼而獻祭

給神，以致神看不中，但他其後沒有反省。神對他的設問和忠告，其

實提醒他不應發怒，而是想想為何神不悅納他獻上的祭。可惜該隱

不知悔改，反而殺了自己的兄弟；他有自己的意思，因此不服神的

判決。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說：「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

的意思。」（太26:39）主耶穌有自己的意思，但他願意完全順服神

的意思，他虔誠的祈禱，最終蒙父神垂聽。真正的虔誠不是沒有自

己的意思，而是更在乎你所信者——「神」的意思，主耶穌就是真正

虔誠的榜樣。相反，不虔誠的該隱開創了一條不服神的路，我們千

萬不要走該隱的路，對神只是口服而心不服。 

今天神的作為很清楚，祂降疫災在世界各地，你服嗎？在疫情

流行時，許多人只想疫情快些過去，沒有想到神的作為背後有甚麼

意思，因為我們都想照我們的意思。除非你不承認這場瘟疫不是神

的作為，不然，神讓疫情發生持續，一定有祂的意思。從一些人的禱

告得知，他們不認為疫災是神的作為，而是撒但的作為。但整本聖

經也找不到撒但能降災，單看約伯記就知道沒有神的批准，撒但一

點也不能碰我們（參伯1:8-12，2:3-6）。因為這是天父世界，神仍在

這世界作王；祂掌管一切，一切也從祂而來（參詩33:8-11，103:19；

賽45:7，46:10-11）。話說回來，假設你認識這是神的作為，你服嗎？

神照祂至高的旨意、救恩的旨意來成就祂的作為，你服嗎？還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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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神為何信靠祂的人在地上會沒有平靜安穩的日子？其實主耶穌明

說：「你們在世上有苦難」（參約16:33）。 

自以為認識神的人，不要走該隱的道路，不要讓自己對神的認

識像該隱那樣。該隱雖然能夠與神對話，但該隱這個所謂認識神、

知道神的人，卻不認主，因為他心中根本就不服神。該隱不服神的

心意、不服神的判斷、不服神的評價、不服神的作為、不服神的審

判、不服神的刑罰……可見「認識神」的關鍵在於「信服神」，求主

幫助我們成為一個徹頭徹尾對主口服心又服的人。聖經也教導我們

要口唱心和，心口一致地讚美神（參弗5:19）。雅各書也記述許多人

只有口頭的信心，沒有真實的信心；他們的信心是死的，不能救他

們（參雅2:14-17）。現今這世代許多人說認識神，但真正認識神的

人一定不走該隱的道路，真正認識神的人一定信服神，這樣就能夠

分辨出誰是真正認識神的人。 

既然該隱不服神，為何還要獻祭給神？聖經沒有明文記載為何

該隱會獻祭給神，但正正藉著獻祭的事清楚顯明了該隱對神的不服。

該隱和亞伯可說是世上第一對真正從嬰孩成長過來的人，該隱的名

字是「得」的意思。這對兄弟對神的認識估計主要是從他們的父母

而來，父母應將所認識的真理，將神的作為沒有保留的教導兒女。

亞當、夏娃必曾與他們談及神創造的作為，和在伊甸園發生的事。

相信他們聽了父母的往事，心裡必有自己的想法和選擇，而聖經就

描述該隱種地，亞伯牧羊（參創4:1-2）。 

亞伯不是牧羊的祖先（參創4:22），但聖經形容「亞伯是牧羊的」，

就表示亞伯整個人生和生活特徵都是重視牧羊的。後來亞伯就拿他

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獻祭給神（創4:4）。相信父母講述往事

時，亞伯深入地聽進去的應是神為了造皮衣而有羊被殺的事（參創

3:21）。他看見父母身上的皮衣，想必問它的來源，結果如希伯來書

所說因著信而獻羊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與神（來11:4）。亞伯獻

祭是因著信而作的，表示他這樣作是與他的信仰和對神的信心有關。 



555-7 

另一方面，聖經記載「該隱是種地的」，只不過是表示該隱專心

種地，並不表示亞伯和亞當、夏娃從不耕種。因為人墮落後，神就定

規人要「從地裡得吃的」、要「吃田間的菜蔬」（參創3:17-18）。可

見亞當一家都是以耕種為生的。再加上亞伯被殺害時，地點是在田

間，推測亞伯也有種地的（參創4:8）。聖經記載「有一日該隱拿地

裡的出產為供物獻給神」（創4:3），一個心裡不服神的人，為何仍

然要事奉神？我相信父母講述往事時，神咒詛的話很入該隱的心。

該隱最上心在意的是甚麼？應該是「地必為你（亞當）的緣故受咒

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

來……你要汗流滿面才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創3:17-19）。

「神要人這麼辛苦！」我懷疑該隱心裡一直不服神的審判與做法，

就在後來獻祭的事上顯明出來。他既然不服神，到底為何又要獻祭？

或許當我們思想到為何很多人不喜歡上班，卻仍一定要繼續上班，

就能稍微明白該隱的心態。由此去想，就知道該隱獻祭給神是出於

安撫神，不想繼續種地更辛苦；或許他深怕若不安撫神，神若再加

深種地的痛苦，他以後的日子就更難熬了。這或者正反映出他對神

的認識：該隱認為神待他不好。亞伯卻不同，他想到神為亞當、夏娃

預備了皮衣，他認為神對人很好，神對他很好，所以就甘心獻上羊

群中頭生的和羊的脂油（注：當時人不吃肉，只吃菜蔬。由此可見亞

伯牧羊不是為了獲得生存所需的食物，而可能只是為了獻祭）。從

此就可以看見該隱的獻祭是迫於無奈的，若不獻上給神，怕神會不

喜悅，會帶給他生活上更大的艱苦，與亞伯因著信而獻大不相同。 

該隱的道路就是：「心裡不滿神的做法，其實不想理會神，但不

理又不可」。我們不要走他的道路，認識神但不服神，而不是亞伯那

種因信而有的認識。若我們事奉神，只是因為心裡覺得是無可奈何，

想到的是不事奉祂不可以，所以勉強而行，就會落在危險的地步裡。

當你有一日發現這位神不配或不值得你去事奉，你就會不理會祂；

正如該隱後來不再理會神，不再事奉神一樣。如果你只在乎自己的

意思，對自己的將來滿有計劃、夢想、理想……但不大認同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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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只是礙於已返教會多年，非繼續信下去不可，這就如該隱的心

思，其實心中根本就不服神。要清楚知道，神對這樣的信，絕不收

貨。如果當自己已經將看為最好的獻上後，一旦看見神不悅納，就

不滿、發怒，即時變臉如該隱一般（創4:5），就證明他由始至終都

只是以自己作出發點，根本不在乎神怎樣看，心裡也不是甘心樂意。 

不少信徒參加聚會，恐怕只是因預想到自己若不出現，傳道人

和弟兄姊妹就會「熱情」關懷，於是為免麻煩才勉強參加。人的心往

往很複雜，很像該隱所行的。該隱就是帶著這種心情獻祭給神，心

想：「神阿，我不是沒有理會你。」有些信徒也說：「我有返崇拜，

有一點事奉。」背後的意思是：「我已做了一些事滿足神，神就應該

賜福給我的生活。」求主不要叫我們走該隱的道路，神對我們這麼

好，你有沒有經歷到和明白到呢？你是否覺得事奉是迫於無奈的，

但又知道不事奉又不對？求主幫助我們在事奉上不要與神講道理，

不要跟神計較，這只反映出你其實沒有心去事奉神。我們倒要像亞

伯用心事奉神，因信而獻上神看為最好的。 

聖經中也有一些人物走該隱的道路，其中亞哈就是一個明顯的

例子。亞哈不是心存誠實求問神，只在人面前演戲一般，最後因不

聽從先知米該雅而亡（參王上22章）。所以我們要常警惕自己，不要

落在不得不求問，所以才在表面上勉強作一下；不要與神講道理，

我們與主應該是講心的。該隱殺了亞伯，但神仍憐憫他，給他機會，

沒有即時收回他的性命。神第一句就問該隱：「你兄弟亞伯在哪裡？」

（創4:9）這是神為了該隱才說的話，祂並非不知道亞伯在哪裡；但

該隱不領情，他的回答顯出他硬著心不悔改：「我不知道！我豈是

看守我兄弟的嗎？」。於是神揭穿他，並發出判語，要他流離飄蕩在

地上（創4:11-12）。該隱得知神的審判，他又是不服，嫌神給他的

刑罰太重，言下之意是認為神的判決不合理（創4:13-14）。人往往

自義過甚，以為自己比神更公道。從神待該隱的做法，領會到神對

罪人的容忍和寬容實在很大。相信神也不忍殺該隱，而是希望他悔

改，但該隱的表現卻是死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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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該隱聽完神的判語，就離開神的面，表明他從今以後不再理

會神（創4:16）。神明明說要他流離飄蕩，他結婚生子後竟想到要建

造一座城安頓下來，然後將城命名為以諾城，因以諾是該隱的第一

個兒子，代表要延續下去。羅得也是因為喜歡城的生活，於是挪移

帳棚，與罪惡同居（創13:12-13）。城代表著安穩，不再需要流離飄

蕩。該隱的行為正反映他的特性，就是「反咒詛」，與他一貫的做法

一致。無論他種地、建城，都是反抗神的咒詛。該隱不但不服神，更

是自把自為——「我的人生我說了算，神不要插手；不要干預我的

生活」，結果他就徹徹底底地離開神的面。 

猶大書指出有些人曾幾何時都說自己認識神，但他們的行為表

現最終顯明他其實是惡人。該隱的獻祭顯出自己的惡，神給了他悔

改的機會，但他沒有回轉，反而越走越遠。該隱心底是想要得天下，

結果神在挪亞時代用洪水滅了他一手建造的天下。人以為「人定勝

天」，不理會神，在地上靠自己尋求幸福快樂，安穩繁榮。該隱心想

既然神不喜悅他獻上的，從此他就不再獻祭了，有些信徒也是如此。 

屬神的人有一種特色，就是服在神面前，即使神咒詛。拉麥生

挪亞後，說：「這個兒子必為我們的操作和手中的勞苦安慰我們」，

接著解釋「這操作勞苦是因為耶和華咒詛地」（創5:29）。聖經明言

神咒詛地，但拉麥是服在神咒詛底下的人，他為著得了兒子而感謝

神。當時拉麥應不完全明白挪亞將來會做甚麼，或許他是得了啟示，

以致成為他們的安慰，因而為自己的兒子起名叫挪亞，名字有「安

慰」的意思。挪亞是在神面前蒙悅納的義人，他與神同行（創6:9）。

他因著信，在罪惡甚大的世代存敬畏神的心，服從神的指示建造方

舟，付出很多的時間和代價，結果使一家八口都得到拯救（來11:7）。

神咒詛或降災都有祂的意思，千萬不要如神學上的二元論，以為世

上有善神和惡神在交戰。神只有一位，如約伯所說這位神是：「賞賜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

1:21）屬神的人應當服在神一切的安排之下，包括祂的咒詛，因為他

信神，就應當謙卑自己，完全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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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隱從知道神的作為開始，就不服神，他的獻祭、事奉只不過

是為了「買通」神來使自己得好處。人很奇怪，總不信神是愛，反而

信神是惡。可惜該隱就這樣繼續走他人生的路，一直活在「反咒詛」

裡面，沒有回頭。歷世歷代也有許多人存著該隱這般的心態，走在

該隱的道路上，最終滅亡：「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

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

（太6:13-14）如今許多人的心都像該隱要建造屬於自己的城，相信

「人定勝天」，靠自己的能力、智慧、科技，為自己住在地上的生活

求平安穩妥，離開了神的面，與神隔絕。墮落後的人類文明意識，從

某個角度來看，其實是一種「反咒詛」的意識，其實是不服神。可嘆

的是，即使有人表面上看來是要尋求神、認識神、信神、事奉神，但

心裡可以依然藏著像該隱那樣不服神，只為謀求自身利益的心。 

我們說信耶穌，認識神，是否真的心悅誠服我們的主呢？ 

（講於2021年3月21日，未經講員過目。） 

 

讀經分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著主的旨意求 
■ 楊嘉榮弟兄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

他的無不得著。」（約一5:14-15） 

禱告是基督徒一生要學習的，而且對於基督徒的屬靈生命極其

重要，其程度相等於呼吸對於人體的運作那麼不可或缺。所以，一

個基督徒不禱告，或忽略禱告，無疑可對其屬靈生命宣告死亡，必

定活不出基督徒應有的生活。相反，如果一個基督徒在禱告上用功

學習及操練，屬靈生命必能得著神豐富的供應與能力，生命必定會

不斷成長，使神在他身上大得榮耀。那麼，你是屬於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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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曾在禱告的學習上思考過、努力過、失敗過，必定會碰到

一個問題：究竟要如何禱告才能蒙神應允，得到神的回應？禱告並

不是唸一堆禱告文，或者對著空氣隨便講一堆話；也不是當看不見

神有聽見自己的呼求而回應時，勉強說服自己說已經禱告了，只不

過是神有可能聽不見。不是的！我們要相信主說：「你們祈求，就給

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太7:7）哪怕我們

對神的認識那麼少、信主的年日那麼短、信心那麼小，只要我們是

真實地存著信心與誠懇的心向神發出祈求，神必聽見，因為神無處

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更重要是這位信實的神親自向我們應

許了祂聽禱告。這樣，為甚麼很多基督徒仍然會覺得即便誠心實意

地禱告後，好像還沒有得到神的垂聽？不少基督徒不注重禱告的其

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因為一直禱告卻沒有得到回應，結果一次又

一次的失望，漸漸就灰心失志，慢慢就停止禱告，問題出在哪兒？ 

當一些人禱告後，沒有看見神按著他們所想望的來應允自己，

那就是現實上並沒有得到自己所期待的改變；或者是事情的發展並

沒有按著自己所預料的「藍圖」而進行，就會武斷地判定神沒有聽

他們的禱告。其實我們應當準確一點來理解，每一個真心的禱告祈

求神都聽見，只不過我們無法驗證，只能憑信心來接受神所講的話；

但人往往只能從現實中可見的改變來看到神有沒有施恩幫助我們，

而當人在禱告後沒有得著所求於神的那些事，自然就很容易落在一

個「神沒有聽見我禱告」的思想。其實當中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地方，

人常常忽略了，禱告乃是我們被造的人在地上呼求一位創天造地、

至高無上的神來施恩、憐恤和幫助我們（來4:16）。這樣，人應當存

的心態絕不應該是在地上向神發號司令，要「天從人願」；而是謙卑

仰望神來憐恤自己的需要，並求神按著祂無窮的智慧與能力來成就

祂的美意，因為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55:9）。請謹記：我們

常常會判斷錯誤，但神從來不會判斷錯誤；我們往往只能看見眼前

一刻的大致情況，但神能知道將來的一切細節；我們的一生也只不

過是在浩瀚歷史中微不足道的一點，但神是自有永有、永恆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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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來成就祂永恆的計劃。如此一來，如果我們所求的根本不對、

或者是對我們反而有害的、或者是與神在我們身上的計劃有衝突的，

神當然不能盲目地按著我們所求甚或是錯的內容來一一成就。因此，

禱告蒙應允不是「心想事成」，因我們的心如何，我們很多時候都不

知道（參路9:55），並且我們的智慧有限，靈性有時也不好，若每次

都依照我們的意思來成就，必然會帶來更壞的結果。就如一個小孩

子不曉得刀子的危險，卻嚷著要玩刀，當他求父母給他時，父母「聽

見」孩子這樣的請求後，因著愛的緣故，為了孩子的益處，當然不會

按孩子的要求來「應允」，否則這就是害了孩子。 

那麼我們禱告是否就不要理會能否蒙神應允？不是的，神喜悅

讓我們看見祂實實在在地在我們的生命中工作，正如詩人大衛所說：

「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凡仰望

他的，便有光榮，他們的臉，必不蒙羞。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

垂聽，救我脫離一切患難。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

搭救他們。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

有福了。」（詩34:4-8）我們是應當透過經歷禱告蒙神應允，而嘗過

主恩的滋味，從而對神有更深的認識。再者，經歷禱告蒙神應允，也

能堅固我們繼續向神禱告的信心：「耶和華聽了我的懇求，耶和華

必收納我的禱告。」（詩6:9）此外，禱告蒙神應允能叫信徒從心靈

裡向神發出讚美：「但神實在聽見了，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神

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

（詩66:19-20）這是神所喜悅的，可見屬神的人應當追求禱告蒙神應

允。那麼我們應當怎樣求？求甚麼才對？聖經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

的條件是「照著神的旨意求」。 

從約翰一書5章14-15節可以看見，禱告蒙應允最重要是禱告的

人有一個正確的心思與態度，那就是如果神的兒女心中最大的渴望

是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並按著神的旨意來祈求，就會發現無論所求

的那件事有多難，自己都有信心神會聽禱告，並且再進一步有把握

禱告蒙應允，會從神那裡得著所祈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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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聖經的翻譯是“Now this is the confidence we have in Him, 

that if we ask anything  according to His will, He hear us. And if we know 

that He hear us, whatever we ask,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etitions that 

we have asked of him.”(I John 5:14)，當中“we know that we have” 

所用的是現在式的“we have”，而不是將來式的“we will have”，

意思就是信心可以充足到在剛禱告一刻，就知道自己得到了；不是

盼望將來有可能會得到，而是用信心看見向神所求的現在就已經得

到神應允了，是一定會到手的，是一定會成就的，是一定會發生的，

神會讓禱告的人心靈裡能夠有這樣的把握，多麼奇妙！ 

只要基督徒以基督的心為心：「父啊，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

如此。」（路10:21）“Even so, Father, for so it seemed good in Your 

sight.”（Luke 10:21）不論在甚麼景況之下，認定神是以完全的愛來

愛我們，並且愛我們到底；並且我們的父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

無所不能，更是無微不至的神；神的兒女就能夠完全安心信靠天父

的周詳安排，相信所臨到我們身上的都是神所看為好的，這樣是最

有福、最喜樂、最得享安息的。神也會讓這樣的一個人常常知道神

垂聽了他的禱告，他也會得著他所求的。因為神會感動他，使他明

白祂的心意，以致他心裡所求的就是神所要成就的，這就是照祂的

旨意求，並且所求的一定能得著，因為那本就是神要成就的旨意。 

就如《青年聖歌I》第67首所說： 

【神的路】 

1. 神的路最美善，雖我不明瞭，為何憂愁試煉， 

常把我環繞；主用各樣方法，煉我像精金， 

故我順服信靠我慈悲父神。 

2. 神的路我最愛，惟祂能引導，我全心投靠祂， 

甜蜜且安好；災害不能臨到，平安無煩惱， 

我要永遠靠主，祂至聖至寶。 

副歌：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 

我願常倚靠祂，惟祂能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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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神所重用的僕人叨雷（R. A. Torrey 1856-1928）曾說過：「我

們若讓神的話住在我們裡面，就會激勵我們起來禱告。這話便成了

我們禱告的憑據，幫助我們照神的旨意禱告，這樣的禱告祂必垂聽。

我們若疏於研讀神的話，我們的禱告就幾乎不能產生任何果效。單

以人的知識讀神的話仍嫌不夠，必須要默想神的話，使其在心裡反

覆地運轉，不住地仰望神藉著聖靈使祂的話在我們心靈中成為活潑

的力量。由默想神的話而產生出合乎祂旨意的禱告，最容易進入神

聽禱告的耳中。當代禱告最具能力者之一的喬治慕勒（George Müller 

1805-1898），當禱告時間臨到，他就開始一邊讀一邊默想神的話，

直到神的話語本身在他心中變成了禱告。這樣神的旨意成了他禱告

的真正內容，神也就聽了由祂自己所激勵出來的禱告。神的話乃是

聖靈作工的憑藉，在許多方面說來，它也是聖靈的寶劍；任何人若

願意知道聖靈在各方面的工作，就必須靠神話語的餵養。任何人願

意在聖靈裡禱告，他必須默想神的話，使聖靈可以藉著神的話作工。

聖靈藉著神的話把祂的禱告運行在我們裡面，所以若是忽略了神的

話，在聖靈裡禱告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若能把神的話當作能量，加

在禱告生命的火燄中，所有禱告的難處都會消失。」（節錄自叨雷著

《如何禱告》頁48-49） 

我們要學習這樣的禱告，求主給我們這樣的心，滿心相信神會

將最上好的、最適合我們的、最能使我們得益的，在最適當的時間，

以最妥當的方式賜給我們，並且在此以前，神會先感動我們為那些

事祈求，然後再叫我們看見祂聽了我們的祈求。我常提醒自己，神

不需要人有全備的智慧及完美的才能來成就神的計劃，因為智慧和

能力都是從祂而來的，神要的是一顆愛慕祂的心，以祂的旨意得以

成就作為心中的歡喜快樂，並且盡心竭力地遵行神已經顯明的旨意，

務求使神在自己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全，同時繼續不斷單純地仰望祂、

向祂禱告、相交，保守自己常在主裡面。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著。 

（太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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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涼涼 

2021年開始，我們各團契都在學習《在基督裡長進》這本書，

也觀看劉傳道在網上分享的視頻，之後彼此分享。這過程讓我更多

思想主的救恩，更明白主的救恩何等豐富。靠著主的寶血，我就能

白白的稱義，成為神的兒女，得到永生。因為對主的救恩認識多了。 

團契今年閱讀計劃是讀王明道先生所著的《五十年來》，讀時我

很享受，想到主讓我識字，可以閱讀屬靈書籍和聖經，可以認識到

至高的主。除識字外，我也為自己能聽懂普通話而感恩，能有多一

個途徑認識主。我發覺自己在生活上倚靠主，比以前進步了；多了

經歷主的帶領和保守，因此時常都有喜樂在心中。遇到困難時，我

想起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成就的救恩，這實在成為我很大的力量，

幫助了我面對所遇到的困難。以致我不會被罪捆綁太久，當我軟弱

時就到主那裡求幫助，求得力。想到主時，就能有多些忍耐和愛心。 

慢慢經歷主的恩典時，更知道人的重生和得救的確據，對一個

人來說是十分重要，因而對傳福音的負擔也增加了。在心裡提醒自

己抓緊機會與人分享主耶穌，談論祂，傳揚祂的名。今年我也嘗試

向上司派福音單張，也在公司裡的基督徒小組分享《在基督裡長進》

一書的內容。希望有更多人聽聞福音，又讓一些稱自己為基督徒的

人，再思想自己是否重生和有沒有得救的確據。 

2021年 11月尾我不小心扭傷了腰，起床時全身都痛起來，就算

只是咳一咳或笑一笑都感到痛，我不禁想起在教會裡我與弟兄姊妹

是互為肢體的。當我軟弱時，整個教會都會受牽連，這不是個人的

問題。所以我不應偷懶，反而要更加做好，隨時幫助有需要的肢體。

聖經的比喻很貼切，身體上的肢體不會彼此傷害，肢體彼此之間的

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屬主的人是一個整體，而且是一個都不能少。

我們的關係這樣親密，實在很需要彼此關顧，這關係不是幾十年那

麼短，而是永恆的。想到這些時，有許多反省，要更多裝備自己，做

好自己。感謝神，願主在我們身上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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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霖 

我出來作教師的工作已有兩年多，起初以為盡了基督徒的本分

就可以了，但漸漸發覺即使盡了本分，在人事關係上也有機會遇到

麻煩的。我指的不是與同事不和。有些同事不盡誠實，改功課改少

幾分，或做事很馬虎等，常要我替他們善後。因此我有時也為此對

神有些埋怨，想到當初是祂帶領我到這裡工作，為何會遇到這些事？ 

在今年的夏令會中，神提醒我要忍耐（西 1:11），所以追求要逆

來順受，不但是繼續做好本分，還要歡歡喜喜地去做。我曾與弟兄

姊妹分享我的經歷，他們提醒我：「這些都是神量給我的，為要叫我

得益處，學習祂要我學的」。這使我校正自己的心態，遇到困難或處

理事情時，不是埋怨而是感恩，並求問主，求祂指示我在其中要學

習的功課，有甚麼可以感恩，更要思想主對我的愛。 

現在疫情緩和，我不用網上授課，可回到學校與學生當面交談，

並向他們傳福音。我認識的學生很多的生活都漫無目的、很頹廢。

在他們生命感到困擾時，神給我機會與他們分享祂在我生命中的作

為，並與他們分享福音。近來留意到同學間出現許多磨擦，甚至彼

此大吵大罵。體會到現代的年輕人，當被人責罵時，不是先反省自

己有甚麼不對，而是立刻用更刻薄的話駁斥別人。他們報復的心很

強，也不願意寬恕別人，這些事更催迫我要將福音傳給這些年輕人。

回想自己昔日遭人罵時，懂得檢視一下自己，也願意向別人認錯，

全是因為接受了福音，認識到自己是罪人，但主耶穌仍願意接納我。

我就嘗試用這心態與學生講，雖然不是每個也聽得進去，但有些卻

想了解更多。求主保守帶領，讓我有更多機會向學生傳福音。 

報告／感恩／代禱 

為配合「一年一遍讀經計劃」，教會舉辧「聖經問題解答」網上

聚會，分兩段時間進行，週一晚上 8:30-9:30及週五早上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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