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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做家庭訪問的時候，發現有些全家信主的家庭，在信仰上不⼀樣好。 

全家信主，就要⼤家信⼼⼀樣好才⾏；全家信主，信⼼都要⼀起成⻑。 

我們也發現，有些信徒，家裡有⼈還沒有信主，當然這會在思想上不同調，在⽣

活的需要上也是，甚⾄對周遭事物的價值觀也都不太⼀樣。 

所以要全家信主，需要在這⽅⾯，有更多的禱告，因為需要更多的引導。 

 

身為⼀個基督徒，⾄少要有三樣的「⽣活」： 

1.家庭⽣活。2.社會⽣活。3.教會的⽣活。 

要維繫⼀個家庭，必須要有「社會⽣活」，因為要上班，要⼯作。 

⽽基督徒，還多了⼀種⽣活，就是「教會的⽣活」。 

要如何在忙碌的⽣活裡，把這三項「⽣活」做得很好，這需要神的保守和恩待。 

 

這三種⽣活有時會有衝突，在這個時候，你會選擇什麼樣的⽣活？ 

教會的幹部或負責⼈，他們也在社會中上班，也有⾃⼰的家庭⽣活， 

但是擔任了教會聖⼯，就必須要有教會服事的這種⽣活。 

我發現有⼀些負責⼈或幹部，下班的⽐較晚，所以就直接就衝到教會，飯都沒吃，

忙完了才回家。在⾹港更容易看到這⼀類的事情，因為他們⽣活的腳步很緊湊，

⼤部分的⼈都是在七點、七點半、⼋點左右下班，所以他們⼀下班就趕到教會，

參加聚會或忙著做聖⼯。忙完了再回家，回去時還要坐⼀段⾞，若是花 30、40

分鐘，算是很近的，這種事奉的精神，是他們在這三種⽣活裡，做了很好的管理

和安排。因此，你就會看到在他身上，與在他所經歷的聖⼯，都有很好的⾒證。 

有很多信徒，他們在這樣的三種⽣活裡，懂得如何做好分配。 

 

在⽣活的層⾯，我們可以求神給我們智慧、能⼒來做好。 

使徒⾏傳裡記載了⼀個家庭，那就是他們「全家信主」。 

 

眾⼈就⼀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 

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裏，囑咐禁卒嚴緊看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

他們下在內監裏，兩腳上了⽊狗。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

囚犯也側耳⽽聽。忽然地⼤震動，甚⾄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

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禁卒⼀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就拔⼑要自殺。保羅⼤聲呼叫說：



「不要傷害自⼰，我們都在這裏。」禁卒叫⼈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

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位先⽣，我當怎樣⾏才可以得救？」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

家的⼈聽。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屬乎他的⼈，

立時都受了洗。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家裏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因為

信了神，都很喜樂。(徒⼗六 22~34) 

 

這個禁卒，是在監獄裡⾯當官的。 

這時保羅他們被下到監牢裡，他帶著⼀個年輕的傳道⼈⻄拉，他們因為傳講神的

福⾳，被關在監牢裡。那時有些⼈也被關在監牢裡，他們是不是因為傳福⾳被關

呢？他們是⼀定有原因才會被關的。我們不來聚會，是什麼原因不來呢？ 

是為了傳福⾳不來嗎？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使徒保羅和⻄拉，他們是因為傳福⾳

被關在監牢裡，但是監牢裡⾯發⽣了⼀件事：這個監牢⾨⾃動打開了，囚犯們卻

沒有跑。這位禁卒他⼀定嚇死啦！他想：囚犯⼀定都逃跑了，因此想要⾃殺， 

但保羅說：「千萬不可以，我們沒有逃跑。」這對監獄裡⾯的官⻑來說：實在是不

可能的。囚犯怎麼會不逃跑呢！因此他覺得保羅很特別，所以他就把他們帶出來， 

然後問保羅：「我要怎麼做才能得救？」保羅說：「你和你的全家要來信主，⽽且

你信耶穌，全家得救！」 

 

這位禁卒問了⼀個⼈⽣ 重要的問題？他問：「我們要怎麼樣做，才能得救？」 

多數的⼈都是問：「要怎麼做，才能賺⼤錢？」、「要怎麼做，病才能得醫治？」 

因為都是⽤⼈的⻆度、⼈的出發點來問，但是在監牢發⽣這件事，對這個禁卒來

說，太不可思議了！囚犯們應該要逃，但沒有逃，哪有那麼笨的⼈？ 

在海地⼤地震時，監獄的那⼀棟⼤樓垮了，所以囚犯全都跑了！他們混在⼈群中

搶⻝物，繼續做犯罪的事，整個國家好像無政府⼀樣，⾮常地恐慌，也令⼈害怕。 

 

然⽽這個禁卒，他問了這問題，他能夠把他看到的問題，結合到問信仰的問題，

這也有神的意思在裡⾯，所以保羅說：「你們要全家信耶穌，然後必然得救。」這

是⼀個很好的引導！ 

 

或許我們會遇到有些⼈，問我們該怎麼辦？在這時候，你是否能引導⼈到神⾯前，

還是引導到你的⾯前？也許這個有財產，「財產」不⼀定是指錢，可能還有⼟地、

房⼦等。這時的確有⼈會想：我如果對他好⼀點，可能他會分我⼀點、或給我⼀

點好處。如果這樣的話，你的作法就會有很多問題，也會弄得很不愉快。 

但保羅不是這種⼈，他很清楚地只說了⼀句：「當信耶穌，全家得救。」 



我們是不是在別⼈問我們的時候，我們也這麼做？ 

你是引導他到哪裡？是參加社會的組織嗎？還是⽤你⾃⼰認為對的⽅法？ 

如果是，那⼀定會有很多問題。⼈，可以不認同你的⽅法、⼈，也會不認同你的

組織，如果我們都像保羅⼀樣，說：「你當信耶穌，全家得救！」這會有什麼問題？ 

這中間有困難、有問題時，神會處理，這是⼀個很重要的引導。 

因為保羅說：「你和你全家，信耶穌必然得救！」 

「得救」這個字眼，我們可以⽤⼀個經⽂，來作為這樣的詮釋。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

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切成聖的⼈同得基業。(徒廿六 18) 

 

「得救的內容」，就要讓⼈眼睛得開、讓⼈從⿊暗中歸向光明、讓⼈從撒但權下歸

向神。再進⼀步，讓信的⼈得蒙赦罪，然後跟⼀切成聖的⼈，同得基業得救。 

當我們知道內容是這樣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完全是「主」在主導。 

根本不需要透過什麼認定的組織，⼈的組織，可以叫⼈脫離魔⻤的轄制嗎？不能

的！⼈的組織、⼈的做法，可以讓瞎眼的得看⾒嗎？不能的！ 

要從罪惡中歸向光明，靠⼈的組織、做法，是沒辦法做到的！ 

 

保羅就是要強調得救的內容，問題是他們要怎麼信主啊？ 

保羅、⻄拉就將主的道，說給他和他們全家⼈聽。 

有時候傳福⾳並不難！只要實實在在地講聖經主的道理就好了。 

要不要動⼯，就看主怎麼看，這樣我們做起來才有⼒量，絕對不要⽤⼈的⽅法。

這很簡單，只要將主的道說給他們聽就好了，接下來神就會做⼯。 

 

那我們必須做到哪⼀點呢？我們要盡量找機會把主的道說給⼈聽，主的⽺，會聽

從神的聲⾳。我們盡本分這樣做，神會在 適當的時候，去做成這樣的⼯， 

那你會越做越有⼒量，越做越⾼興，因此，我們帶領⼈來聽福⾳時，就會有神蹟

奇事隨著，我們不要替神擔⼼，這是神要不要跟我們同⼯的問題。 

 

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可⼗六 20) 

 

耶穌升天了，⾨徒就出去傳福⾳囉！請注意！這時主耶穌和他們同⼯。 

主耶穌⽤神蹟奇事來證實，⾨徒傳的道是真的。他們只是把握任何機會，到處傳

講福⾳，然後主耶穌和他們同⼯，這顯明了神的作為，是要來證明他們傳的道是



真的。之後，我們就看到了使徒⾏傳裡，⾨徒們得到聖靈以後，勇敢在神⾯前傳

講福⾳，⼀天受洗三千⼈，他們有聖靈幫助，忠⼼傳講主的道，剩下來就看耶穌

怎麼同⼯，這是聖經講的 標準的⼀個模式！ 

 

有⼀次在舊⾦⼭，有⼀對夫妻在中國⼤陸都是拿博⼠學位，他們都在當教授。 

我到他們家訪問，只有講五分鐘的話；就開始講聖經的話。 

你知道他的想法在哪裡？你就講聖經怎麼說，按照⾃⼰的想法這樣講，應該不會

信吧？但是我們忠⼼講神的話，都沒有講別的、我做什麼？我⽤什麼組織？我⽤

什麼⽅法？這些都不⽤講。因為你要講這個，別⼈⽐你更會！ 

他讀書讀到博⼠，在國外、也不是亂讀的。但我們很誠懇講神的話，才講五分鐘，

那位先⽣就說：「你這種說法，我可以接受，明天我去你們的教會。」 

他們隔天真的來教會，夫妻同時得聖靈，感謝主！我才講五分鐘，神就這麼做⼯， 

打開⼈⼼的，是神的能⼒；你盡你的本分、清楚講述神的道就好！ 

 

有⼀個弟兄分享了他的⾒證，很簡單耶！他只跟⼀位同事講：「耶穌愛我，也愛你；

祂為我釘⼗字架，也為你釘⼗字架。」同事就問：「咦？我還沒有受洗，祂怎麼也

為我死呢？」弟兄回答：「對！主就是這麼厲害！」弟兄就翻聖經給他看，保羅說： 

當我們還在作罪⼈的時候，耶穌已經為我們受死了。(羅五 8) 

當他這樣講的時候，⼜說耶穌這個動作，是表明神的愛。 

猜猜看？同事的反應怎麼樣？ 

他雙⼿舉起來，哭得很慘，然後兩個⼈跪下來禱告，同事得聖靈，弟兄趕緊帶他

到教會找傳道⼀起禱告；真的是聖靈，那個⼈後來受洗了，他也成為教會的棟樑。

你看！只有這樣講神的話，這隻⽺就進來了，因此，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神在裡⾯

⼯作的作為很⼤！ 

 

有時候，我們把⾃⼰弄單純⼀點，不要弄得太複雜，不然會做得很⾟苦。 

照道理，好的聖⼯，應該更好的⼈、更多的⼈參加！ 

保羅的做法也是很簡單，禁卒遇到了問題，保羅只對他說⼀句話： 

「你和你全家應當信耶穌得救！」他們願意了！保羅就去他們家，去做什麼呢？ 

清楚講述神的道。他講神的道，神就做⼯，他們就受洗，全家喜樂。 

 

我們帶領⼈來聽神的福⾳，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可能會⽤很多種⽅法，但是我

們必須要讓神，顯出祂的作為來，⽽不是帶到你這邊說：「你看！我帶這個⼈受洗，

你呢？你有沒有⼀個？」就算你帶⼀百個，你也知道是神⽤你做⼯的，你還是要

謙卑啊！要不然⼈會迷失，因此，我們要讓神做⼯。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聽。忽然，地⼤震動，

甚⾄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徒⼗六

25~26) 

 

保羅全⼼投⼊傳福⾳，結果被關，這個對福⾳⼯⼈來說，是⼀個很⼤的考驗。 

因為⼀般⼈都說：「我認真福⾳⼯作，主耶穌⼀定祝福我，讓我⼤賺錢、⼤平安！」

我們都會這樣想，但是保羅他們做就被關了，他們有洩氣嗎？他們有別的埋怨的

聲⾳嗎？完全沒有！聖經說：他們在半夜的時候，保羅、⻄拉在監獄裡⾯禱告、

唱詩、讚美神！他們沒有期待有什麼，他們就禱告、唱詩，順服神的旨意。 

就在這時，監牢的地⼤震動，地基搖動了，監牢的⾨就打開了，眾囚犯的鎖鏈也

都鬆開了，結果沒有⼀個囚犯逃跑，因為他們聽保羅、⻄拉唱詩、讚美神、聽他

們禱告，那可不得了啊！ 

 

我有幾次到監牢裡做佈道，如果到無期徒刑的那個囚犯⾯前講，真的沒反應啊！

裡⾯的⼈就說：「起⽴！敬禮！坐下！」然後我們在台上講，好像傻⽠；為什麼？

他們沒有反應；你講道輕鬆⼀點，他們也是沒有笑容。結束了，他們官⻑要叫他

們拍⼿，那拍⼿都⼀樣的動作，哪像我們這樣快樂拍，為什麼？ 

無期徒刑嘛！哪有什麼快樂可⾔！在講道的時候，我問⼀個問題： 

「你們現在 需要的是什麼？」「⾃由！」 

「你們 盼望的是什麼？」「⾃由！」 

「那如果全世界給你們，現在 想要什麼？」「⾃由！」， 

怎麼問答案都是「⾃由」。 

因為我們沒有在那種監牢待過，所以不知道⾃由的重要性。 

 

我們在講話時，總喜歡推銷⾃⼰的觀念，等於「思想上」的「強暴」。 

好像有這麼⼀種的說法，在報紙上，我第⼀次看到那個名詞，我也嚇⼀跳。 

別⼈不同意，你⼀直在那邊推銷，就算被對⽅罵也沒有關係！ 

那等於是侵⼊⼈家思想的強暴動作了，所以現在講話也要很⼩⼼。 

有⼀個⼈，他的嘴巴被⼈家告⼆⼗萬，因為他罵不好聽的話，別⼈把那⼈說的話

錄⾳，告到法院要求賠償⼆⼗萬，真的成⽴喔！所以，⼈跟⼈相處要很注意。 

 

看！⼀個囚犯那麼需要⾃由，那保羅唱詩、禱告、讚美神，整個神的作為就顯明

了，居然沒有⼀個囚犯逃跑，神的⼒量多⼤！禁卒看到了這個⼤⾒證！他為什麼

會很緊張？因為他覺得：「犯⼈⼀定逃⾛了！除了⾃殺，我還能怎麼辦？我也會被

判刑。」 



是啊！當他看到監牢⾨都⾃動打開，囚犯的鎖鏈都鬆開時， 

他第⼀個想法：丟掉⼯作了。第⼆個想法：乾脆⾃殺好了，我⼀定會被追討，所

以他覺得活不下去了；如果他真的這樣⼦做，整個家庭都會受到影響，這位禁卒

⾯臨到他⼯作上、⼈⽣ ⼤的危機。有時候⼈的盡頭，就是神恩典⾨的開始，剛

好神的僕⼈在中間。 

 

所以我們看到了：禁卒發現保羅有神同在，所以就把他們兩個帶出來，帶到他家，

他問了⼀個重要的問題：「我要怎麼做才能得救？」因為，他發現這件事的結局是

平安的，超越了他個⼈的⽣命。這樣，何嘗不是神⼀個 美好的安排，因為神親

⾃動⼯，神動⼯、同⼯，我們會做得很輕鬆；神不同⼯，我們會做得⾮常、⾮常

累。甚⾄⽤幾倍的精神、也看不到神的作為。所以禁卒全家信主，這完全是神的

引導。同時，我們也看到神的僕⼈保羅、⻄拉，他們真的是專⼼仰賴、依靠神的

⼈。他們平安時靠神，被關時也靠神，這實在是不簡單！ 

 

從禁卒全家信主的⾒證來看，我提出三點思考： 

第⼀、無論得不得時，總要傳。 

 

神的偉⼤，常常就顯出在⼈的謙卑裡⾯，也常常住在⼈的軟弱、苦難中間。 

摩⻄認識的這位神，是在荊棘⽕燄中顯現的，我們常想：神是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但祂選召摩⻄的時候，祂是出現在荊棘的⽕燄中，「荊棘」就代表⼈的重擔、代表

⼈的罪過、代表⼈的痛苦、代表⼈的患難，所以神的作為常常顯在這樣的時候，

⽽不是顯明在你認為你 會、你 驕傲的時候，祂顯明在這些來表明神的作為。 

所以，第⼀個思考⽅向，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警戒⼈、勸勉⼈。(提後四 2) 

 

這裡說：⼀定要傳福⾳！無論時候對不對？好不好？ 

總是要專⼼傳，⽽且要⽤百般的忍耐。 

 

在⻄⼭區部落的村落裡，當我們在佈道會前、要做逐家訪問。 

有⼀個執事就跟我這樣說：「很難傳哪！教會在這裡幾⼗年了！有些信徒的⾏為⽐

外⾯的⼈爛、⼤家都知道的，很難傳，沒有⼈要來信啦！」 

我⼀直看著那個執事，他⽐我⼤⼗幾歲，被按⽴為執事、怎麼會這樣講話？ 

執事做這麼久了，還這樣講話？你信的耶穌那麼⼩啊？ 



所以我就跟那位執事說：「主耶穌要做⼯，沒有⼀個壞⾏為的信徒，可以阻擋祂的

⼯作；祂要動⼯，誰能擋？祂要叫⼈來信，誰能擋？！」 

我就這樣講了、我這樣⼦分析，他沒有回話。 

但是，那⼀次真的很特別，因為我們在神⾯前禱告：「主啊！我們當中有這種觀念

的⼈還很多，請顯出祢的作為來吧！」結果那次靈恩佈道會四天三夜、得聖靈 30

幾個⼈。有時候，佈道會⼀個禮拜得聖靈才 1、2 個⼈，但那⼀次真的很特別！ 

軟弱的回頭了，部落裡⾯，慕道者⼤⼈ 30 幾個天天都來，後來受洗約 20 個左右。 

我們是靠什麼？靠禱告，還有那⼀份為主作聖⼯的⼼。 

你盡了本分，神⾃然會同⼯，那⼀次就這樣⼦的， 

 

真的！在⼈看來沒有辦法，因為信徒表現不好。 

其實，是在乎神要不要動⼯。如果是因為教會裡，有幾個信徒⾏為不好，神就不

能動⼯，這種神也很⼩，你知道嗎？他⾏為不好、是他⾃⼰跟神的關係， 

主耶穌要動⼯、有祂的時候！也要看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看我們的⼼、我們的做法、我們的⽣命、我們的時間準備好了沒有？ 

⼤家都準備好了，神就在中間了！ 

 

這位執事後來跑來跟我道歉，他很難能可貴，他觀念錯誤，但因為神同⼯，他就

知道錯了，跑來找我道歉。我說：「謝謝你，因為你有這種觀念，我真的很⽤⼒禱

告的，也是神的時候要動⼯了。」因此當我們能夠這樣謙卑想的時候，我們就會

感受到：「我因為認真做聖⼯，有機會參與主的聖⼯，那神同⼯、我碰得到！」 

每⼀個⼈都應該要這樣⼦想，讓主做⼯，我盡本分，得時不得時，都在乎神。 

不然⼈意的做法太重，就很難看到神清楚同⼯的⾒證。 

 

第⼆、要全⼼仰賴神。 

保羅在 他困難、失去⾃由、被關在牢裡的時候，他們禱告、唱詩、讚美神。 

他們很順利傳福⾳，就是因為他們這樣做。 

他們真的是「仰賴神」，不管情況如何？他們還是禱告、唱詩、讚美神。 

有的⼈教會請他做聖⼯，但他把家庭看太重：「不⾏！我這個時間要回去，這個、

要跟討論……。」倘若你沒有⽣命，你這個時間還能回去嗎？你有沒有想過這個

問題？是神給你機會，你怎麼不回報給神呢？你怎麼仰賴神呢？ 

有⼀種奇怪的現象，在沒有結婚時，很熱⼼事奉主；但結婚以後，就很少聚會了，

要安排聖⼯，就不要做了！因此我們會覺得：你結這個婚，等於你進⼊墳墓，你

知道嗎？因為你沒有結婚時、很熱⼼，⼀旦結婚就不熱⼼了”， 

聖經找不到結婚以後，就可以不熱⼼的，應該更熱⼼嘛！ 



兩個熱⼼的⼈碰在⼀起，應該更熱⼼才對！ 

 

彼得跟他的太太，⼀起努⼒做聖⼯，聖經都有記載啊！ 

亞居拉、百基拉也是夫妻⼀起做⼯，他們做保羅的好幫⼿。 

甚⾄他們要培育⼀個好的亞波羅，這個年輕的⼯⼈。 

應該要這樣才對嘛！ 

為什麼會變成不能聚會、不能做聖⼯呢？ 

你過去仰賴神，現在怎麼不仰賴神呢？ 

誰沒有孩⼦？⼤家都有孩⼦啊！ 

因此，在⽣活上要怎麼協調？ 

要求神給智慧，看怎麼做？ 

使我們沒有失去仰賴神的動作。 

 

有⼀次，去⼀個部落傳福⾳，我們準備到⼀個慕道者的家做家庭佈道。 

當我離開傳道房，那位慕道者就打電話來 (那時還沒有⼿機) ，他打到教會的傳

道房沒有⼈接，他想要通報消息。 

我開⾞載⼀個負責⼈⼀起去，感謝主，他下班就真的趕過來跟我⼀起⾛，其實我

們兩個⼈，都還沒有吃飯，所以我說：「沒有吃飯，可以嗎？」 

「啊、看傳道啦！」我說：「我們先去做家庭佈道，回來我們再吃。」 

他回答：「好！」他真的是好同⼯。 

唉！有時候我打電話，請同靈陪同做聖⼯時，對⽅會回答：「哎喲！我還沒有洗澡、

我還沒有吃飯！傳道，慢⼀個⼩時好嗎？」那要怎麼做聖⼯啊？ 

因此我會覺得這個負責⼈不太⼀樣， 

 

我們快到那個部落的時候，有 20 幾個年輕⼈、騎摩托⾞擋我們的路， 

所以我就下來，我跟那個負責⼈說：「你留在⾞上，我下去跟他們談。」 

我說：「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嗎？」我只問這⼀句，他們所有的眼睛，都看我的後⾯

的上⽅，我不知道後⾯有什麼？結果他們看了以後，全部就跑掉了。 

有的⼈騎摩托⾞，往路邊衝到梅⼦園下去了，那個⼈⼀定是摔倒了， 

他們在衝下去以後⼤叫：「啊！啊！啊！……」⼀直叫。 

有的騎摩托⾞、就跑回部落躲起來；有的不管摩托⾞、就跑啦！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們看到什麼？ 

因為全部跑了，我沒有辦法抓那些⼈問？ 

我只有問⼀句話：「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嗎？」很溫柔地問。 

 



⼀般⼈都這樣、脖⼦的⾎管都跑出來 (註：表示氣急敗壞、臉紅脖⼦粗)， 

結果我們就這樣⼦開⾞進去村落，到了那位慕道者的家。 

慕道者在那邊等著，我們講神的話， 後⼀起禱告。 

慕道者的家，客廳的⾼度很⾼，真的感謝主，那次的聚會⾮常特別，⼀按⼿就得

聖靈，尤其是那位主⼈，⼀按到他的頭，他就得聖靈了。不但這樣，禱告的時候，

他⼤⼤受聖靈感動，他的頭都快碰到天花板，就這樣跳來跳去，真的是激勵⼈哪！

神的同⼯很⼤。神要同⼯、不在乎你是什麼⼈？多少年齡？信多久？神也不在乎

你有沒有做⽼闆？神做⼯有祂的時候，後來禱告完了，這位得到聖靈特別感動的

慕道者，他就說：「⽥傳道，我聽到別的教會的牧師，安排⼀些不良少年，在路上

等你、要打你！」「哦？有、有、有、有，他們有 20 幾個！」我說。 

「我就打電話給你，結果你已經出⾨了！因此我們這⼀些⼈，就在我的家裡禱告，

求神保護傳道。」所以才有中間的那個過程！ 

他們看到什麼？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全部跑了，我也抓不到哪⼀個⼈來問？ 

 

你不要以為那些衝擊，只是在使徒時代，其實我們都還會碰到， 

你有沒有做聖⼯？你在選擇嗎？你哪裡會碰到這些⼤⾒證呢？ 

你是剩下⼀點時間才給主耶穌，這樣⼦可以嗎？ 

你應該是要盡⼼、盡⼒、盡性、盡意來愛主，來做⼯的，會看的⼈就知道，神更

知道，仰賴神真的很重要！那⼀批⼈後來都受洗了，因為他們看到⼤⾒證。 

他們問我：「⽥傳道，你有沒有怎麼樣？」「我有怎麼樣，現在會在這裡嗎？」 

「啊！對、對、對、對！感謝主！感謝主！」 

我們的神這麼偉⼤，我們仰賴祂的時候，背後有什麼事、神都知道的！ 

什麼都是經過你腦筋想啊？真的是這麼簡單⽽已嗎？不是的！ 

我們不知道的事很多，所以要全⼼仰賴神。 

 

第三、要向神禱告。 

當你認真禱告，你會看到神的同在是⾮常地強烈！ 

所以保羅、他常常會提醒信徒；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開，得著榮耀，

正如在你們中間⼀樣。」(帖後三 1) 

 

保羅講得很清楚：「要為我們禱告」，也就是要強調禱告的⼯作。要禱告，好叫主

的道理快快地傳開！聖經教我們這麼好的⽅法，神要動⼯、那可不得了，我們會

做得很⾼興！你會感受到神的⼒量無窮，很多重擔、祂都替我們承擔了，所以越

⾛越有⼒！ 



這是我們從禁卒⼀家、全家信主提出的三個思考⽅向， 

⼯⼈要得時、不得時，總要傳福⾳。 

你在上班、可以傳福⾳；你⽣病，也可以傳； 

你⾼興、也可以傳；你痛苦、也可以傳！你要看到神這邊來。 

第⼆：你要專⼼仰賴神，第三：你要禱告神。 

願神祝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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