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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

        聖徒還未發熱心、認真奔跑人生道路之前，必先要清楚認識幾項事實：自
己是誰？正活在怎樣的時間、空間裡？誰是自己的引導者、保護者、幫助者、供應
者？如此，奔跑才不會徒然，路途才不會彎曲，腳步才不會勞苦重擔。按照事
實，並得著隨時的引導、幫助、供應的旅行，是非常單純、輕省、容易，也充滿確
據和力量，也能在每個腳步裡都看見美好的果效。福音清楚告訴聖徒：自己是
誰、正往何處走、為何而活，誰正在引領我的腳步，按時供應所需用的一切。凡
相信、接納福音之人，便應能享受福音所帶來此永遠無限的福份。

        聖徒均自神那裡得著七、八十年世上寶貴的時光，但是有人用來得取永遠
榮美的生命，享受天上各樣屬靈恩賜，天天得著永遠的冠冕和基業；有人則都
浪費在收集不能帶走的知識、財物、地位、名利等事上；有人什至誤用在論斷、憎
恨、咒詛、殺人、褻瀆神的工作等事上，在自己與後裔身上天天加添禍患。便如眾
子女皆自雙親處得著等價的遺産後，每人的用途與經營方式均不同；每個聖徒，
在基督裡所蒙受的福份，一樣都是無限、永遠的，但每個聖徒運用、享受、經營、
結果子的程度則都不同。哥林多教會的聖徒藉著保羅領受了相同的福音，蒙受
了在基督裡無限、永遠的福份。但是每個人對保羅與福音的反應，則均不同。有
人非常歡喜快樂地領受，並且迅速享受福音無限的能力和祝福，所以越來越飢
渴；也更喜愛、尊敬保羅的教導，也在其傳福音上，獻上一切與他同工，以與
其一同受苦為榮、為福。但是也有些人接受恩典後，便僅停留在原點，不但不能
成長，反而在生活及事奉上，時常無能、矛盾、掙扎。有些人則對保羅的教導無
故地反對，煽動會友、努力誹謗、攻擊保羅與福音，什至欲將其殺害。其實，這
是保羅在傳福音上所出現的幾種結果，在主耶穌的傳福音上，更明顯地顯明出
來，也在歷世歷代的先知、使徒、聖民之傳福音上，都同樣出現了。

        凡有機會聽見福音而信之人，真有福了！福音對信的人而言，是成為永遠
無限的福份了，但對那些聽而不信之人而言，卻成為永遠審判的宣告了。主耶
穌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們不信神獨生子的名，光來到世間，
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

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
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約3:18-21〉。本週，要檢討自己的生命，對福音如何反應，
生命因信福音如何改變，享受福音的程度如何，而要恢復最純淨全備的福音，
並要盡享福音的好處和能力，也要加倍尊敬努力傳福音的神僕，並要盡心盡力
與其同工，而要得取四大福音化事工所帶給我與後裔永遠的福份和賞賜！

讀經：林後7:1-7

1 親愛（原文是 "agapetos" 蒙愛的）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神說：「我
要在他們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來往，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女。」〈林後6:16、18〉），就當潔淨自己，除

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要聖徒自不信、不義、黑暗、彼列、拜偶像的狀態中出
來），敬畏神（何謂敬畏神？並非死板地努力遵守規條，乃是真正敬畏時常在
聖徒中間居住、來往的神！凡事都在神面前思想、判斷、說話、行事，才能丟棄污
穢，真正地成聖），得以成聖。

2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我們」，是指帶著基督榮耀的福音、生命、能力、
祝福的福音使者），我們未曾虧負誰，未曾敗壞誰，未曾佔誰的便宜（是指：
原本我們帶來的，是那麼永遠榮耀的生命、能力、祝福，並且我們那麼愛你們，
為你們犧牲一切，然而，你們當中有些人對待我們，卻好像我們曾經「虧負誰、
敗壞誰、佔誰的便宜」般。這在傳福音上是會經常遇到的情況）3 我說這話，不

是要定你們的罪，我已經說過，你們常在我們心裡，情願與你們同生同死。

4 我大大的放膽，向你們說話（因為，保羅知道所傳的都是神的心意。也因哥
林多教會的聖徒，是神藉保羅所生的，他比任何人更有權利與義務放膽教導他
們），我因你們多多誇口（因為他們中間的確有許多美好的見證，並且那都是
神的作為），滿得安慰，我們在一切患難中分外的快樂（對傳道者而言，最大
的喜樂就是聽到所傳的福音如何使個人生命、夫婦、兒女、家族得醫治，如何恢
復神的慈愛、恩惠和賜福）。5 我們從前就是到了馬其頓的時候，身體也不得安

寧（因時常更換住處、遇到逼迫，什至保羅身上的一根刺也時常影響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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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遭患難，外有爭戰，內有懼怕（因為傳福音本身，即是非常激烈的靈戰，尤
其保羅所傳的福音，是實際攻破黑暗勢力、改變人生命，許多家庭、事業、宗教
團契均受到極大影響的）。6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傳道者，必要有眼光能
看見神的安慰、幫助、成就。不管傳道者所遇的情況如何，神的引導、保護、幫助、
成全，絶對與其同在，並且一尋找就能尋見），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在四
大福音化事工上，同路人、同工會帶來極大的安慰和力量），7 不但藉著他來

（看見同工平安回來，就得了安慰和喜樂），也藉著他從你們所得的安慰（提
多因哥林多教會而得的感恩、誇獎、盼望、喜樂的內容），安慰了我們，因他把 

們的想念、哀慟、和向我的熱心，都告訴了我，叫我更加歡喜（保羅原本有點膽
心，哥林多教會聖徒會不會接受他的指責、教導、勸勉，但提多帶回來的消息，
使他知道在哥林多聖徒身上均發出極大的功效了）。

1. 蒙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1）一分一秒也不要忘記：聖民是何等蒙愛的生命！並非因我們有何可愛之處，

乃因我們是神所生的兒女，所以祂愛我們！

        保羅在前面說：「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神在我們中間居住，在我們中
間來往，並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祂要作我們的父，我們要作祂
的兒女。」〈林後6:16-17〉。並非聖民要全然自潔，才能成為祂的兒女，乃是還在
罪惡中時，祂的慈愛藉著耶穌基督向我們顯明了！聖民能重生、得潔淨，是蒙
神呼召，而得著「神的話、基督的救恩、聖靈的指教」後，才得成全的！

        不管聖民的生命表現或強或弱，神依然愛我們，這是有絶對理由的。就是
「我們是祂所生的兒女」。祂看我們時，就像看祂自己的生命、祂的基因
（DNA）活在我們裡面，祂也看見耶穌基督活在我們的生命裡而歡喜快樂。這
正如我們看見自己兒女時，單單因其是我們的兒女便喜樂，因看見自己的生命
便活在其生命裡而喜愛他們一般。聖民渴慕尋求父神的幫助，追求永恆國度的
福份，生命的單純、倚靠、交託、讚美…等的作為，就是「神的基因在聖民生命裡
基督活在我們裡面最明顯的證據」。當聖徒軟弱時，神更加憐憫，要幫助、醫治

我們，如同我們看見自己兒女軟弱時，加倍關注他們一樣。

 2）因此，無論信不信、看不看見，神正住在聖民中間，也正在聖民中間來往。

當聖民「潔淨自己，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時，才能看

見祂的同在、引導、幫助、供應、成就！

    看不見、聽不見、享受不到父神豐盛的恩典，都是因老我的目標、動機、急忙
的心，不能使聖民安靜、正直地面對父神的真實。若心靈能安靜下來，正直地察
驗神所講過的每句話，就能發現神正如祂所說的，正與聖民同在，引導、幫助、
成全我們的事實。若心靈真能安靜，正直地察考自己何為對永恒的生命、對所愛
之人的生命最為珍視，便能發現何為至寶、何為糞土。真正發現後，只要能持續
保持那種安靜、正直、察驗、順從的心，就能天天享受神為聖民所預備豐富、美滿
的福份，也能天天加添永遠冠冕，天天將自己蒙恩生命所得的福份分給所愛的
人。

2. 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 

 1）哥林多教會的聖徒，心胸時常狹窄，不能寬待保羅的原因，或許都有不同

的理由，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其心靈不明白福音的好處，也沒有實際地享受

福音所帶來神的大能！

        聖徒對主心胸狹窄的主要原因，是因所聽到的福音不夠完備、不能明白、不
能全信、不去確認、不能順從…等問題。不明白，是因尚未明白其靈命真正需要
的是什麼；不能全信、不去確認、不能順從，是因其生命仍充滿各種屬靈的問題
愛世界、拜偶像、自我強烈的目標或動機…等。

 2）要明白生命需要福音的理由，也要分辨何為真正「純淨」的福音？

  ① 能使人認識神、遇見神，使人喜愛與神交通、同行的信息：不是只叫人在
「基督教」中，於知識、觀念、形式、儀式、誡律、神秘、祈福、人為…等上面追求，
作個「基督教徒」，而是使其靈魂藉著神的道、基督、聖靈而得重生，成為有靈的
活人，認識又真又活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能看見並享受神的國
能實際地與神交通、與神同行的信息〈約1:1-18，1:33，2: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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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6，7:38-39，14:16-21〉。

  ② 能使人明白人（世界）的根本問題（肉體、罪根、撒但）的信息：人與生
俱來便看不見時常與其同在的神，因不認識神的義而無法行義， 被世界的王
（撒但）綑綁，不得不順服牠的轄管和統領。若不明白此根本問題，便無法分
辨福音和宗教、基督和彼列（撒但）、義和不義、光明和黑暗、天國和世界、聖殿
和偶像，因此無法明白，為何耶穌基督是人遇見神、與神和好、恢復神兒女的確
據、與神同行的惟一道路。〈羅1:20，3:9-24，弗2:1-7〉。

  ③ 能使人明白為何耶穌基督是人遇見神、恢復神的惟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惟有耶穌基督，才能解決人的根本問題！惟有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之
顯現，向人顯明神一切的榮耀和恩典如何住在人中間的奧秘，使人明白神如何
住在每個兒女的生命、生活中，如何住在眾聖民間；惟有耶穌基督，是代替一
切神兒女「死而復活」，於律法上實際地釋放被「罪和死的律」所綑綁的聖民，將
父神永遠無限的大愛顯明，使聖民明白在基督裡已與祂一同死而復活，得著新
的生命、身份、所屬、關係、基業之事實；惟有耶穌基督，是坐在寶座的右邊，永
遠掌管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權柄，使自己的身體「聖民」，在任何情況下均
能與基督一同得勝有餘！〈約14:6，徒4:12，羅8:1-39〉 。

  ④ 能確實給人「蒙揀選、蒙召、蒙愛、蒙恩、蒙福」的確據，能實際地與神恢復

「父子關係」、恢復「永遠的身份、所屬、關係、基業」的信息：使人明白：創立世界
之前，父神在耶穌基督裡揀選了我，為我預備好「耶穌道成肉身、死而復活、寶
座掌權」的福音，並實際地透過耶穌成全了，並親自差派傳福音的使者，讓我
得聽見福音；聽的時候，神的靈親自感動，使我心靈飢渴慕義，明白所聽見的
福音而相信、接納；信主重生之後，聖靈繼續動工，使我飢渴慕義追求神的道、
神的靈、神的國和神的義。惟有蒙神揀選的兒女，其生命才能對福音有如此飢渴
相信、接納、信從的反應。〈弗1:3-14，羅9-11章（尤其10:13-17）〉。

  ⑤ 能使人得著基督裡永遠的應許，得著「四大福音化」的終身目的，而能在

凡事上察驗神的美意，因此能享受「神的同在、凡事上的引導、禱告蒙應允、完全

的得勝、天天加添冠冕」的信息：若無應許，聖民無法分辨絶對、永遠、不變的

（永遠同在）和相對、短暫、可變的（目前的條件、遭遇的萬事），因此無法察
驗神在我身上、所面對情況下之美意，因此無法與神交通、同行！神在基督裡給
聖民的應許，若以一句來講，就是：「我必永遠與你同在」；若以二句來講：「 
我永遠與你同在，並要成全四大福音化。」（使你成為萬福之源，使你成為兒女
後裔的祝福，使你家成為一個地區的祝福，使你家與教會成為列邦萬民的祝
福）；若更詳細地以五句來講，便是：「 我必永遠與你『同在』； 我必『引① ②

導」你、家庭、教會、工作、人際關係中的生活，使你成為多人的祝福； 你在基③

督裡所祈求的（奉耶穌基督之名），我必都給你『應允』； 無論遇到何事，我④

必使你完全『得勝』； 因此，每天凡事上，我會加添給你榮神、益人、建國所帶⑤

來的『基業和冠冕』！〈約14:16-26，15:7，16:33〉。

    因此，凡能使人看見在基督裡豐盛生命、生活；使人的靈魂體都得著醫治；

使人在夫婦、兒女、家庭、教會、事業、生活和任何人際關係上，都得著醫治，都

恢復神豐盛榮耀的恩典；因此，使人廿四小時凡事上能順從主、與主同行、活出

基督的樣式之信息，才稱為「純淨、全備」的福音！ 

 3）凡能分辨全備福音，寬待傳揚全備福音的福音使者，而迅速接納、認真確

認、經歷、享受，也努力傳揚全備福音之人，真有福了！蒙福的未來正等候他們

        能聽見、明白、相信、接納、順從此全備福音的，均是神對我的慈愛、呼召、善
工。所以，能相信神已為我預備好榮耀的未來。今日如此蒙恩，皆與我所愛、所
遇見、常聚的人群之蒙恩有密切的關係。並且，如保羅般已明白、享受、遵從全備
福音，而努力與神同行、努力傳揚福音之人，絶不會「虧負誰，敗壞誰，佔誰的
便宜」的〈林後7:2〉，他們是與神同工、神所差派的〈林後6:1〉。不但應寬待此種傳
道者，並且願意時常相聚，一同為著成全四大福音化，學習、禱告、同工、傳福
音的聖徒團契，實在是尊貴的，神的引領、能力、恩賜、賞賜必將繼續跟隨。

3. 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

 1）凡傳揚前述全備福音之人，都會如保羅般遇見挑戰和爭戰，也會得到無限

地安慰和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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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者必會遭遇見許多逼迫、苦難、爭戰，因其不會討人的喜悅，不會與不
義、黑暗、彼列、偶像、世界妥協，只一心要討神喜悅，努力傳講神的義、基督，
不斷傳講令人「扎心、悔改、死而復活、與世界分別」之信息。其信息本身，即針對
魔鬼撒但、黑暗世界、罪人、惡人，所以必將看見仇敵全體動員以詭計、強勢來攻
擊。直到世界的末了之前，必不會善罷干休那攻擊基督和聖民的惡事。然而，要
知道因傳福音受到的逼迫多少，所要蒙受的恩典、賞賜也便多少，能享受在基
督裡一切豐盛的榮耀和喜樂。主耶穌於登山寶訓論八福之中，最後特別強調最
有福的，就是為義受逼迫的，祂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
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毁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
樣逼迫他們。」〈太5:10-12〉。傳道者，有時不但受到非信徒的攻擊，甚至主的聖
民也時有心胸狹窄而不寬待的遭遇，所以凡欲傳此福音者，必要如保羅般預備
心，全然倚靠主而寬待、憐憫、祝福、期待、忍耐眾人。這在傳福音上是非有不可
的心態，若失去了那寬宏的心腸，便極可能失去權柄和能力，遇到許多矛盾，
也得不著美好的果效。 
 
 2）若欲得保羅曾享的安慰、能力、賞賜，必要掌握他「靠聖靈而行」的秘訣！下

列七項是傳道者應掌握，非有不可的眼光與方法：

  ① 要將眼光和關注，繼續放在自己生命的蒙恩、蒙愛、與主的交通、同行上：

特別當欲祝福時常與自己相處的配偶、兒女、家族、親友時，此原則更是關鍵。

  ② 多幫聽道者確認神在其身上的慈愛、作為、呼召、計畫，使其遇見神、認識

神、喜愛與神交通、同行：已信全備福音，遇見神而恢復與神同行之傳道者，會
發現神在聽道者過去生命的作為，也正如何地愛、憐憫、呼召，將要成就何等榮
美的事。聽道者信主後，要使其認識並遇見聖父、聖子、聖靈，盡快獨立地與神
交通、同行！ 

  ③ 堅信自己所傳即是從神而來的，是已成就、也必將成就的尊貴內容。因此

能堅信，聽道者一旦信了，都必在其身上成全之事實：所以不需多講，也不要
講得太快或著急！要靠聖靈、慢慢地、有確信地分享，也要看見聖靈在聽道者身
上的作為，向其介紹神的作為，有確信地祝福他的生命和未來。

  ④ 必要預備心，並非凡聽見的都能相信，盡量和平地傳講，也要按照聽道

者的時間表進行：傳福音絶不可勉強、不宜爭論！若其時間表未到，看不見聖
靈動工，就應為其祝福後，和睦地等候。若非聖靈，絕無人會扎心、悔改、受洗、
重生。無論得時或不得時務要口唱心和地讚美主而傳福音，如此，必會發現聖
靈在人生命裡動工。

  ⑤ 也要明白，雖然已重生，生命的成長尚需相當長的時間、過程、經歷：不
可揠苗助長！牧養者本身，需掌握重生之人，如何建立生命思想系統和生活運
作系統，如何明白聖靈的感動、引導、賜能力，如何與神交通、同行。然後，按其
生命成長的時間表，一步步代禱、教導、引領，使其獨立經歷神，喜愛與神交通
同行。

  ⑥ 特別以積極追求、羨慕善工、願意獻身之人為中心展開福音事工：福音事
工，絶不可以有學問、財力、地位者為中心發展，將來恐會成為許多干擾、攔阻
的來源。福音事工也不可以人數為目標，不認識、不喜愛福音的人，如同山羊般
在團體中必逼迫綿羊，將成為攻擊福音事工的勢力。主教導說，無論到那裡去
先要得著「好人」（即使命者）〈太10:11〉。主藉保羅展開各個地區的事工，均先
得著當地的使命者（提摩太、呂底亞、耶孫、百基拉亞居拉〈徒16-18章〉），再透
過其家庭建立當地的教會，召聚當地蒙主揀選的聖民。

  ⑦ 福音的能力，是無限的。在許多地區同時展開更好：不可被一人、一家庭、
一地區的時間表所纏累！一邊為其代禱、牧養的同時，也要繼續尋找「成熟而需
要收割」的其他生命、家庭、地區。如此不但能多得未得之民，也能盡快與世界各
地的同路人連結，傳道者本人的生命和事工也加添能力，家人蒙恩的時間表也
更快來臨，教會的事工也因更遠大的異象和見證而帶來復興。特別在已恢復、享
受全備福音的團契，更要努力展開世界宣教的策略，因其所享受隨時凡事上以
馬內利的福音，不但非信徒需要，多數的信徒更加需要，主也必在當代大大重
用其所傳的福音。如此宣教策略，原本即是主所吩咐的〈太28:18-20，徒1:8，太
10:1-14〉，也是主藉著保羅在世界各地所展開的傳福音策略〈徒13-28章，羅
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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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廿一世紀電腦、網站極其發達的這時代，華人擔起末世大收割的主角，

凡已掌握並享受廿四小時以馬內利福音之華人聖徒，其生命和見證都是寶貴的。

不但其本身生命尊貴，其人際網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神所預備許多將要蒙恩

的聖民，都在其人際網絡裡。因此要看重自己的生命和所愛、所遇見、所代禱的

生命，也更要按神所顯明傳福音的原理，努力察驗今日神的帶領，歡喜快 地樂

與主同工！

        在家庭、地區、世界福音化的事工上，毋須灰心，那「務要傳揚主的福音」的
心志，本身就是蒙神呼召而有神聖使命的，因此主必按時將各種美好的恩賜、
賞賜加給我們。特別當事工上遇到困難、爭戰時，主必顯明七倍的安慰和恩膏，
使聖徒能靠著那加給我力量的，凡事都能做。只要在神的帶領上盡忠，以安息
日為中心開啟一週，以祭壇、肢體、傳福音為中心展開一切人際關係和生活，一
天的難處一天當的方式，繼續更多裝備有力的福音信息，操練各種情況下靠聖
靈傳福音，也召聚條件類似之人，開福音小組，同時盡用網路、網誌（博客）、
電郵等各樣現代工具，務要「送出活泉」。不久的將來，就能發現自己逐漸成為
「福音人」，很快地與當代許多「寶石」和其人際網絡連結起來，而盡享神為國度
事工所預備一切的福份，也能以自己在世有限的日子，得著最大的果效之人生！
 

結語：

    「主阿，我們極盼認清祢的福音所顯明最純淨的精意，也極盼那福音純淨的

精意，能成為我們一生祢在凡事上向我們所顯明的美意！祢透過祢親自被釘十

字架，向我們顯明的那福音，是何等強烈的呼籲！何等熱烈的愛情！何等深厚

的啟示！何等迫切的呼召！謝謝祢，那麼迫切、那麼認真地告訴我們：這世界

的黑暗和虛空，我們原是不屬於這世界，而是屬於祢永遠國度的大蒙眷愛的神

兒女，我們生命、生活都不在罪、死、咒詛的律之下，乃在於永遠不變的恩典之

下，我們還在肉體活著，不再為這世界而活，乃為榮神益人建國而活，我們的

一生在凡事上都能享受祢的引導、幫助、供應、賜福…等的事實！主阿，多多光

照我們，使我的心靈與祢一同迫切、認真，叫當代主的神民都與主一樣迫切、認

真，叫我們都能看透：我們為何那麼需要福音，我們生命為何非與基督同死同

復活不可，我們的日子為何天天在凡事上非得著這福音的光不可，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10.08.29~） 

1）蒙愛的弟兄阿，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我已看清體貼肉體、
妥協世界所帶來的害處麼？我已明白了我心靈的不安、懼怕、憂慮、掙扎，都是
從「尙未完全脫離老我」而來的事實麼？因此，我是時常努力看見神的同在、引
導、幫助、供應、成就而生活麼？

2）你們要心地寬大收納我們！我清楚明白：人為何需要基督純淨的福音麼？
不純淨的信息會帶來何些問題？我能分辨何謂「純淨的福音」麼？也能分辨誰是
傳講純淨福音的神僕麼？那純淨的福音，如何改變的生命和生活，也如何賜給
我能力，每天如何發出功效麼？

3）但那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著提多來安慰了我們！在傳福音裡，我也經歷
過保羅所遇內憂外患麼？有否已得了在任何情況裡，能得著神安慰的秘訣？試
察：在地上剩下的日子裡，透過我的條件和情況，能得最大果效的傳福音法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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