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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恩召（2）多結果子（上）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 年 8 月 4 主日信息 

 回應上篇信息：改變像祂一樣美麗！ 

1）要真知道祂，真認識祂。末世離耶穌回來日子非常近了，我們要真實地

明白，真實地過內在生活，真實將它融會貫通在每天的生活裡。耶穌來到地上，

為我們捨身流血，就是渴望我們能明白：祂來到地上，是為了彰顯阿爸父。這位

父不是離我們很遙遠、很可怕、很威嚴，祂乃是那麼親愛，充滿了恩慈、憐憫、

恩典。 

2）認識到我們恩召的指望。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禱告說：“你們要真知道這

位神，真認識祂，認識祂的美麗”，然後，他求神來照亮我們心中的眼睛，讓我

們明白過來：神那麼大的恩典臨到我們身上，祂在我身上有何等大的指望，祂渴

望我們像祂一樣的美麗 。因此，過內在生活，不是一個目的，而是藉著過內在

生活，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祂的美麗，改變像祂一樣美麗，這個才是目的 。 

3）神藉著環境，讓我們面對裡面的軟弱。在我們一生中發生的每件事情，

以及與人之間的摩擦、衝突，誤解、痛苦，神不是讓我們在那受痛苦，然後逃避，

神藉著環境，讓我們帶到神的面前，問神，到底有什麼事情是我需要面對的。神

不希望我們裡面充滿了仇恨和傷害，而是希望我們像祂一樣明亮，讓我們裡面充

滿喜樂、平安和愛的大能。我鼓勵大家自己去問神：「主啊，有哪些事是我需要

面對，但我過去一直都沒有面對，你要來提醒我！」  

 一個網上姊妹的見證：面對裡面懼怕的根 

她聽了「奇妙的恩召」以後，就在等候神的時候問神，最近她需要面對什麼。

神就讓她想到一件事：一對老年夫妻曾經對她特別好，但她長期不敢與他們聯絡，

因為當時她把自己的一件往事告訴他們。她非常擔心這對夫妻會把這件事告訴了

自己的丈夫。 

一天，她起來等候神，問神，她該怎麼辦。神就告訴她說：「這是你心中害

怕的根源，你要把這件事情告訴你的丈夫。」於是，她寫了一封道歉信給自己的

丈夫，求先生饒恕她。沒想到她的先生卻說：「對這件事，我早有耳聞，我就是

等着你來告訴我。」因為她的坦誠，她的先生非常高興，她發現，他們夫妻的關

係更好，更合一。 

神知道我們裡面有什麼害怕，有什麼不容易，有什麼是我們一直不敢去面對

的，但神知道她的先生已經沒備好，她可以跟他講，他在等她，神就感動她。所

以結局就這麼好。  

4）凡事先問神，並順服祂的帶領。我們一定要連於神，每件事都需要來問

神，因為神對每一個人的帶領是不一樣的，聖靈參透萬事，祂就是要使你變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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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當神告訴你的時候，你也許覺得非常可怕，可是神知道可以，才叫你做，你

只要跟著神，順服祂去做 你就會越來越光明，越來越沒有與人之間的嫌隙。 

 本次講道的主題：承受豐盛，多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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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

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

就是我的門徒了。（約 15：5－8） 

內在生活，是枝子在葡萄樹的生活。這裡的“常”，就是極端的、住在我裡

面，為了維持生命所需要的而與神連結在一起。住在那裡，就是緊緊連於葡萄樹，

而不是若即若離，如果你離開祂，你的生命就無法維持下去。 

“常在我裡面”，也不是目的，目的是多結果子。因為神要我們豐富，祂是

那麼豐滿、豐富的神，祂照着祂的形象來造我們，把我們買贖回來，歸給祂，就

是要我們來連於祂，來繼承祂豐富的產業，其目的是多結生命的果子。 

過內在生活，並不是我們注意外面的活動，注意別人是否有改變，而是注意

我的裡面有什麼攔阻使我不能連祂，我的裡面是不是越來越改變像祂，我的裡面

是不是越來越光明。 

 結出兩種果子：1）個人生命果子；2）拯救靈魂的果子。 

生命是隱藏不住的，神渴望萬人得救，祂不願一人沈淪，每個人在他眼中都

是極寶貴的，祂渴望每個人都回到祂的懷中連於祂，以致於這個人不再是過着孤

單、可憐、貧窮的生活，他開始可以活出在神裡面平安、喜樂、豐富的生命，他

就可以多結果子，可以影響許多人。 

 見證：徐媽媽拯救 35 戶中國家庭的故事 

徐媽媽當時在日本，生活十分艱難，只能租便宜的房子，她在讀經中開始明

白：如果一個人的靈魂失喪、沈淪，你不去跟他講，罪要歸在你的身上。如果你

去講，他卻不接受真理，罪就不在你身上 。雖然她覺得自己需要傳福音，但她

卻不懂日語，她就問神：“哪裡有中國人呢？”  

神就讓她碰到一位住在她家附近的中國人，他說：“這裡有 35 戶中國人。”

其實，這裡是有錢人區，徐媽媽想要給這些人傳福音，帶有錢人來聚會，而徐媽

媽家裡都沒有窗簾，她覺得自慚形愧，覺得自己這麼窮。但徐媽媽的負擔越來越

強。於是，她就去一戶戶中國人家裡探訪，邀請他們禮拜一來參加她的家庭聚會。 

很多人雖然都答應，到了禮拜一，一個都沒來。徐媽媽很窮，就在她順服神

的那幾天，收到了過去有欠她一筆錢的人寄來的一千塊美金。而那個人好多年都

忘掉了，忽然間就想起來了。徐媽媽就用這筆錢去買了窗簾，預備好了這 35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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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吃喝的東西，買了椅子、琴，什麼都預備好了，可是沒有一個人來，下禮拜一

又沒人來。 

有一個住在那裡的基督徒就跟她講：“你要跟這裡的中國人傳福音比登天還

難！”徐媽媽就跟神禱告：“神啊，既然你讓我來跟他們傳福音，到底我的問題

在哪裡？為什麼我做工都沒有果效？邀請人都不來？”神就讓她想起聖經裡面講

到關於禁食禱告的能力。 

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神讓我們想起什麼，很多時候就是神在回答我們。徐

媽媽就覺得自己沒付代價為這些人禱告，只是外表去邀請人來，卻沒有愛。於是，

她每個禮拜一從早到晚，都不吃不喝，禁食為他們禱告，並繼續邀請人來參加家

庭聚會。 

禁食禱告真的是大有能力！終於開始有人來聚會了，35 戶人家中來了 33 戶。

有一戶人家特別難邀請，每一次，她去到那家叩門，主人一看到她就說：“我們

是拜佛的。”就關上門。有一個姊妹跟這戶人家很要好，姊妹就陪徐媽媽一起去，

主人的太太看到這位姊妹，就讓她進門，卻把徐媽媽關在門外，徐媽媽就覺得心

裡很受傷。徐媽媽就想起一節經文：“我算是配為神的名受羞辱。”  

有一天，這戶人家的傭人來找她說：“我們老爺請你今天晚上 8 點鐘來我家”

徐媽媽為此詢問神。一節經文就浮現在徐媽媽裡面：“你去的時候，不用預先想

說什麼，到時候，神會藉著你說話。”徐媽媽就去了，特地沒有帶禮物，不要讓

馬老太爺覺得是在巴結他。 

馬老太爺對徐媽媽說：“你大概不認識我是誰，所以老是來麻煩我的太太。

我今天就是要讓你知道我是誰。”接著，馬老太爺講了兩個多小時關於他過去的

豐功偉業。徐媽媽就一直仰望神：“神啊，我現在該怎麼辦？你要我說什麼？”

忽然間，她裡面有話了，等馬老太爺咽口水換口氣的時候，徐媽媽就說：“請問

您知不知道您能活多久？” 

當徐媽媽講這句話的時候，整個房間的空氣就好像都凝結了，她嚇了一跳：

“我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於是，拜訪就草草結束。徐媽媽在回家路上邊走

邊說：“神啊，我是不是聽錯話了？我不需要巴結他，可也不需要得罪他啊！”

下個禮拜一，馬老太爺帶著太太、兒子媳婦、孫子孫女，6 個人出現在她家門口。  

當我們常與神交通，就會住在神的裡面，生命一定會成長，一定會多結果子。

因為住在你裡面的神，是那麼豐富的神，神渴望萬人得救，祂渴望你成為祂的口、

祂的手和腳，走到祂要你去的地方，說出祂要你說的話，去拯救失喪的靈魂，為

要讓你有極大的喜樂。 

35 戶人家因著徐媽媽，沒有一個靈魂被失喪。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意一人

沉淪。如果徐媽媽中途放棄：“算了吧，我不去了，這些人心好硬，都是有錢人，

很驕傲，帶他們認識神，比登天還難。我不要自取羞辱，不去了！”很多人怕傳

福音，就是很怕被拒絕，因愛惜自己的面子，過於愛人的靈魂，以至於這些人就

沉淪了。 



奇妙的恩召（2）結出兩種果子 Page 4 
 

因著徐媽媽的順服和堅持，這 35 戶人家都信主，他們從禮拜一的聚會，到

後來有禮拜六的查經，後來就發展成為一個教會。徐媽媽是一個家庭主婦，家裡

很窮。她渴慕神，愛神，並有愛的行動。神感動她什麼，她就去行動。她說：“神

叫我冲，即使是死，我都要往前冲。”這是一個真實愛神的人，神藉著一個家庭

主婦，在極窮的時候，建立起一個教會。 

後來，神帶徐媽媽回到台灣，她成為一個很大教會的祝福。徐媽媽到晚年的

時候，她常常講一句話：“我好滿足哇！”神讓她成為多結果子的人，在徐媽媽

的追思禮拜上，從日本、香港等各地各方來的人很多，因為蒙受了從她來的祝福。

如果你們常在神的裡面，一定會成為多結果子的人。 

 明白神的心，去尋找迷失的羊群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這九十九只撇在曠野，去找那失

去的羊，直到找著呢？找著了，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

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著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吧！’我告

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九十九個不用悔改

的義人。歡喜更大。”（路 15：4－7） 

這節聖經前面講到，耶穌跟稅吏、罪人在一起吃飯，文士、法利賽人就議論

說，如果耶穌是從一個聖潔的神來，怎麼會跟稅吏、罪人那麼好。耶穌跟他們講

這個比喻，就是要讓文士、法利賽人明白，天父是怎麼樣的一顆心：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祂會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不是因為那一只特別漂亮、特別尊

貴，比九十九只都重要，而是祂舍不得失去一只，因為每一只都是祂寶貴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照着祂的形象造的，都是耶穌付了生命的代價買贖回來。

祂就是渴望我們進入祂的豐富，進入祂的愛，進入祂的國度裡面。所以，牧人找

到了這一只，就歡歡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裡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

已經找着了，你們與我一同歡喜吧！”當一個人悔改認識了神，回到了神的家中，

這位天父就是那麼歡喜，在天上，整個天使天軍都與祂一同歡喜。 

當你成為基督徒的那一刻，整個天上地上都在為你歡喜。今天，你渴望過一

個常常歡喜快樂的生活嗎？你需要常去到那一些迷失的羊群那裡，因為耶穌的心

在那個地方，你只要找著一只迷失的羊，天上就開始奏樂，你就開始享受神的歡

喜、神的喜樂。 

有些人就說：“我要追求神，我要更多的恩膏。”那是重要的，但是，你更

多的恩膏用來做什麼？是為著要讓你可以用祂的愛去找到迷失的羊，是為著讓你

裡面產生一種能力，可以去愛這些迷失的羊，可以將愛給出去。神要讓你成為一

個喜樂並多結果子的人。 

 見證短片：張媽媽的心聲 

張媽媽從大陸來美國，幫助一個太太坐月子。她們就租了 Bruce 夫婦家裡的

一個房間。張媽媽只住了一個多月，坐完月子就離開。這位生產的太太来 Bruce
家裡住了八個月，剛剛來到時候是拜佛的，而張媽媽是無神論者，生產的太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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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個小男孩，他非常調皮搗蛋。Bruce 就給她們《如何教養孩童》的 CD，這

位太太聽了以後就照著做，孩子真的有改變。 

Bruce 還邀請她們參加區受洗典禮，那位生產的太太當場決志信主了，還去

書房買了幾百塊錢的內在生活的 CD，要帶回大陸聽，也要給別人聽。張媽媽說，

她第一次來到 Bruce 家的時候，感到很不高興，因為那時候，Bruce 剛開始當小

家長，開放家庭。為了讓孩子們在這裡有活動場地，他們就開始裝修。 

他們夫妻白天工作，晚上回來裝修房子，有時候都搞到半夜一兩點。張媽媽

看在眼裡，覺得他們為著聚會，為了讓小孩子有活動的地方而費財費力，花時間，

他們這麼有愛心，小家好像對他們很重要。後來，Bruce 邀她參加聚會。她本來

不想參加，覺得已太累了，但她還是勉強地從房間出來。 

當敬拜的琴聲一響起來，音樂旋律就抓住了她的心，每一句歌詞都打進她的

心，她覺得整個上空就形成一個愛的天空，她深深地被吸引，眼淚就開始掉下來。

那一個晚上，她沒有辦法睡，心裡一直迴蕩著音樂，迴蕩著每一句歌詞，她深深

地被抓住，因為神的靈臨到她的身上。一個禮拜以後，她們就受洗了。她靈裡面

開始產生變化，就好愛這個小家，主動照顧小家的孩子。 

她講見證的時候，就流眼淚說：“我六十幾年來，從來不流眼淚，從來不在

人面前講真話，不流露我的感情，因為我怕被傷害。可是我一講到神在這個地方，

神的愛在這個家，我眼淚就一直掉下來。我外表很剛強，但內心脆弱，我是喜歡

這種愛的氛圍（神的同在），這是我很渴想的。這麼好的教會，我要來參加！”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祂的人。當你相信神的大能，不以福音為

恥，你就給人預備一個遇見神的機會，神的大能可以臨到這人身上。張媽媽可以

在這麼短的時間，有這麼大的改變，她說：“我的先生死在美國，我決定絕對不

會回美國來，但因著我遇見了神，來到這麼好的教會，這麼好的小家，我要回來！”

她一邊講，眼淚就一直掉。 

誰能夠融化一個六十幾年受苦都不流淚的人呢？她的情感決堤了，就流露出

來，就開始健康。這就是福音的大能！為什麼耶穌說，一個失喪的人，一個迷失

的羊，祂找著了，天使天軍都歡喜快樂，我們的神、阿爸父、耶穌、聖靈都歡喜

快樂，而祂要把這樣的喜樂分享給你！ 

張媽媽說，她剛進這個家的時候，就覺得好倒楣，怎麼住進這麼亂的家庭，

因為當時 Bruce 開放家庭，又要整修，很亂。當她要離開的時候，卻覺得這裡太

好。她看見這對夫妻充滿了愛。知道這是 Bruce 的第二次的婚姻，前妻沒有信主。

Bruce 在離婚後才信主，生命有很大的改變。 

Bruce 夫妻，從小家得著愛，得著接納，他們非常感恩，也開放家庭，讓更

多人來享受神的愛。這兩位從大陸來的姊妹看見這顆愛心，看見這對夫妻歡喜快

樂、全心預備好一個家、一個來讓人得著生命的家。這種無私的大愛，非常摸著

張媽媽的心。在這個小家，她也看見一個個的愛的故事，有人喝醉酒了，Bruce
半夜把他接回家，並幫助這人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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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奇妙的恩召！不管你過去做了多少的錯事，但是神來到地上，為你死，

祂的寶血不但洗淨過去的一切，還使你尊貴、榮耀。祂還要藉著你，成為一個多

結果子，可以去祝福許多人的人。你不管過去做了什麼錯事，不需要活在羞愧裡，

你只要轉向神，開始連於這棵葡萄樹，就會結出生命的果子、靈魂的果子。這是

神給我們何等大的恩典，讓我們的生命變得很有意義。 

  很多人要藉著買很貴的車子來証明自己的地位，買大房子來証明自己的價

值。但是耶穌說：“我來了，我就是賦予你最大的尊貴、最大的價值，因為你是

天父的兒子。我住在你的裡面，我要藉著你成為我的口、我的手、我的身體來彰

顯我的豐富。”Bruce 因著當小家長，他變大了，變寬廣了，變喜樂了。這對夫妻

都變得積極、熱情，而且 Bruce的前妻也來到他們之前的同一個小家信主了，神

可以做這麼奇妙的工作。 

  這個世界充滿了許多的悲哀、痛苦、不幸、傷害、仇恨…，但福音就是大

好消息：耶穌來了，祂將一切都更新了，使你的生命完全更新了！你不是這麼貧

窮，只為自己而活，只為孩子、另一半而活，祂要使你產業極多，使你成為非常

豐富的人，許多人因著你而得著生命，得著喜樂，得著問題的解答。因為你把耶

穌的生命介紹給他們，他們遇見了這位神。 

    如果你開放你的家庭，讓一些小留學生來住，不但會得到一份收入，而且

把神的愛彰顯給他們，這些小留學生整個生命會得到極大的改變。他們遠離家鄉，

在青少年叛逆期孤單寂寞，當他們遇見了真愛，遇見了耶穌美麗的生命從人的身

上彰顯，這些小留學生的生命會整個的翻轉。他們將來可能會成為總統，可能成

為大企業家、大律師，可以成為多少人的祝福！而將來到天上,有許多人要來謝

謝你把福音傳給他。這就是神叫我們分享祂的喜樂。 

 見證：五只烤鴨和兩塊小費 

    有一位姊妹因為請客，去烤鴨店買五只烤鴨，請店員幫她剁一剁，她先去

吃午飯。吃完飯回來，那個員工告訴她，因為他沒有收定金，老板娘氣得臉都白

了，告訴他，如果客戶不回來，這五只烤鴨就讓他全部吃下去。所以他很害怕，

見到姊妹就很興奮。 

當姊妹拿著烤鴨回到車上，聖靈對她說：“人家嚇成這樣，你拿了烤鴨就走

嗎？”她趕快下車，給那個員工兩元小費：“對不起，讓你嚇成這樣，我想請你

吃飯，你下禮拜哪天休息呢？”那個員工禮拜三休息，姊妹就那天來接他，給他

講福音，後來，他就信主了。這位姊妹告訴說，兩元錢得到一個靈魂太值了！ 

 江牧師傳福音的小秘訣：三分鐘的佈道會 

你隨時都可以傳福音，神要你享受這個喜樂。我從 16 歲信主以後，就常常

傳福音。大學的時候，我開始一排排為班上的同學禱告。我當時接受 4個屬靈定

律的訓練，課間約同學，講 4個定律，有好幾個信主了。他們當中有的已成了傳

道人，有的已是教會非常重要的同工。 

每次來聚會，我都會帶來一串串的人，因為我覺得福音是太棒的消息。我還



奇妙的恩召（2）結出兩種果子 Page 7 
 

在學校開了查經班，帶領人查經。後來，我當了傳道人、牧師，忙於教會生命的

建造、帶特會，就好久沒有機會傳福音。當我醒悟，我就覺得不能再這樣，就把

握機會，去台灣坐計程車，就給司機傳福音，因為接觸的時間短，我就用三分鐘

把福音最精華的告訴他。 

我去剪頭發，就給美容師傳福音。美容師是信佛的，我經常接觸她，就慢慢

地、一點一滴地撒種，讓她認識神，認識教會。過去，我聽到一種說法：羊會生

羊，牧者不會生羊。但是，當我有心把握機會傳福音的時候，我就嘗到很大的喜

樂。傳福音必須成為你的習慣。這是屬天的國民該還的債，因為過去若沒有人傳

福音給你，你今天也是個失喪者，仍然活在罪中，仍然活在沒有指望、沒有盼望

的痛苦當中。 

今天我們認識這位神，我們成為這位神的兒女，就有責任告訴別人這個好消

息，就好象一個得癌症的人得醫治了，當他看到別人得癌症那麼痛苦，他一定很

積極要跟他講的，吃什麼有用，吃什麼身體會好。今天，每一個基督徒要把傳福

音看成是很重要的，養成一個習慣，把握每一個機會。 

 住在祂裡面，結出福音果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使徒行傳  1:8） 

    這是耶穌復活以後，就跟門徒們講說神國的事，然後就叫他們要等候在耶

路撒冷，直等到領受從神來的聖靈的洗。當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就得著能力，

醫病趕鬼，但是最終是要做耶穌的見証。你會病得醫治，身上的捆綁會脫落，是

因為耶穌是一位活的神。耶穌復活了，祂活在我的裡面，祂也要活在你的裡面。

祂為你一生的生命有極美好的計劃，祂渴望你美麗，渴望你豐富，渴望你成為一

個多結果子的人，渴望你成為那麼一個那麼尊貴、榮耀的神的兒女。 

初代教會的門徒們去到哪裡，就隨走隨傳，神蹟奇事就隨著他們。有些人說：

“我一直在傳福音，所以我都枯干了！”那是不對的，因為你沒有常在祂的裡面，

枝子要永遠常在祂的裡面，住在祂的裡面，那麼，你就會多結果子。你在傳福音

的時候，你還是在祂裡面，仰望祂：“對這個人，我要怎樣說，該怎麼樣去接觸

那一個人呢？” 

徐媽媽在傳福音時，她就問神：“為什麼我邀請人，人都不來呀？我怎麼都

這麼沒用啊？我做工都沒有果效呢？”神就開始在裡面讓她想到她要禁食禱告，

讓她看到沒有付上代價，只是在外表去做，好象要做傳福音的活動，邀請人來，

但她的心沒有愛這些人，缺少為他們的靈魂的禱告。 

我們傳福音為什麼會累，因為我們把它當成責任。傳福音不是要累積你的功

德和成績，而是神要你過的生活。祂說，你要常在我的裡面，你就會多結果子，

你這果子一定要結出來的，而且是很多很多的。這是神對你奇妙的恩召的指望。

祂說：“我來為你死，就是因為天父渴望得著許多象我一樣的後代。”祂是藉著我

們生生不息地去帶領，在其間享受到跟神的同工，享受到祂的同在、祂的喜樂，

享受到祂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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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教會在傳福音的時候，遇到抵擋，被逼迫的時候，聖靈就充滿他們，他

們非常喜樂地、帶著傷口再去傳。傳福音要成為你的習慣，使你這一生所到之處

都隨走隨傳。也許你對家人一直都在傳福音，但神讓你住在北加州，你對這裡有

還債的責任，神要你帶領在北加洲的華人能夠認識神，讓這裡的華人沒有一個是

失喪的。 

 一對夫妻拓荒的故事 

有一對夫妻從神學院畢業以後，就去拓荒。他們禱告，求主第一次主日崇拜

要帶多少人來。然後，他們就在附近挨家挨戶去探訪，發單張邀請他們。每一個

禮拜都有人決志信主，第一年，他們就從零增加到一百個人；第二年，他們從一

百個到二百個人。第三年初，神就感動他說：“你年底的時候可以有一百人受洗。” 

牧師就跟同工分享，同工就說不可能，因為這二百個人裡面有五十個是小孩

子，其他有的是高中生、大專生，怎麼可能帶一百個人受洗呢？這個牧師就說：

“我們就盡力嘛！”到了年底聖誕節的時候，他們有一百零七個人受洗！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就是你信，照著感動去做，大能就彰顯出來，不是在乎你的口才。 

第四年，神又跟他們講，再來一次一百人受洗，這些同工就更有信心了。到

聖誕節的時候，他們有一百三十個人受洗。到第五年，教會已經有六百多人，其

中 80％都是在他們當中信主受洗，而且委身在教會繼續接受裝備和生命的建造，

神就是這樣，祂要尋找認識神、渴慕神、而且願意跟隨神的人。 

 傳福音，不在乎口才，而在於跟隨聖靈 

那個馬老太爺一家人為什麼會來？是因為徐媽媽講了很好聽的話、很有智慧

的話嗎？不是，她就是跟隨裡面聖靈的感動，講了一句讓人嚇壞的話。可是聖靈

就做工，不是在乎你的口才，你的智慧，在乎你一直跟隨聖靈。因為神愛他，神

渴望得著他。 

 傳福音，在乎住在祂裡面，然後結出靈魂的果子 

耶穌說：“你們要常在我的裡面，你就必多結果子。你多接果子，我父必得

著榮耀，我來就是讓父得著榮耀！”祂渴望我們成為一個多結果子的人，耶穌在

地上影響了全世界，從古到今。耶穌已經升天了，祂把聖靈賜下來，常住在我們

的裡面，祂也藉著我們可以影響許許多多的人來認識神的，祂要藉著我們去復制

許多像耶穌的兒子，就是藉著你相信。神要拯救，祂不願一個人沉淪。 

 傳福音：走出安樂窩，傳講福音大好消息！ 

請用一分鐘的時間，閉起我們的眼睛來問神：神啊，有哪些人是你要我去帶

領他們來認識你的？神讓你想到誰，你可以把他們寫下來，然後繼續問神：“我

該怎麼樣去接近他？該怎麼樣的去愛他？”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成為得人漁夫，都

該成為多結果子，那是神對你的恩召，是對你的命定，你的生命是可以那麼豐富，

不是活在個人的困苦愁苦當中，也不活在個人的家庭的快樂幸福當中。還有很多

可憐的人需要你，需要你帶他進入神國的愛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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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到今年的年底我們教會至少有一百個人受洗。不是因為小家辦活動，

你才邀人，現在是八月的第一個禮拜，到八月底，你至少帶一個人，而且受洗，

就像張媽媽一樣要帶領人來歸主和受洗。我們要開始突破害羞。保羅說：“我不

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們去傳福音會被拒絕，我們依舊要歡喜快樂，因為我們已經把福音的種子

撒在他裡面了，有的時候是撒種，有的時候是收割，撒種、收割一同歡喜快樂，

都會算在你的帳上，都會成為你的產業。我們不止帶人信主，而且要陪著這個人

觸摸到神，經歷到神，使他的生命開始改變。 

你平常就要多接觸人，開始走出我們的安樂窩，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祂渴

望尋找失喪的人，祂要帶領我一起找失喪的人，耶穌的心在他們的心上，耶穌渴

望他們的生命豐富起來，開始被改變。張媽媽在見証中說：“我回去以後就要傳

揚主耶穌的大愛！”耶穌說：“我要得著許多的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讓耶穌的愛充

滿這個世界。”這些要藉著我們願意踏出去。 

今天，你要回應神對你的呼召，說：“阿爸父啊，謝謝你讓我的生命豐富起

來，我不但要成為一個結果子的，而且要成為一個多結果子的，你不但讓我嘗到

一點點的快樂，還要讓我嘗到你的歡喜快樂，那個拯救靈魂、得著失喪靈魂、看

見生命改變的歡喜快樂。阿爸父，謝謝你的愛，我要領受你這樣的愛，我要回應

你，我願意做一個來連於你，成為多結果子，我要嘗你所嘗的喜樂，讓我成為一

個能夠為你贏得失喪靈魂的人。” 

你不管追求神多久，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大有能力，讓神的能力常常運行在你

的身上，你必須去作耶穌的見証。怎麼讓那個能力繼續的一直臨到你的身上，就

是你要繼續的作耶穌的見証。耶穌復活了，有一位活的神愛你，祂要住在你的裡

面，要改變你的生命，祂對你一生有奇妙的計劃，你開始要去傳。 

 問題討論： 

1 ）徐媽媽被拒在門外，很受羞辱，卻能明白自己是配為主名受羞辱的，而

能起來再接再勵。請分享你與人分享福音時，可否有過類似的經歷？你如何處

置？你傳福音最有趣的經歷是什麼？ 

2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請分享你曾否有過靠

著聖靈的大能來傳福音的經歷？或是分享曾經失敗的經經驗，你從中學到了什麼

功課？ 

3 ）聽了 Bruce 和 Vickie 小家長如此擺上而感動人的見證後，你有什麼特

別的開啓？你是否願意在福音工作上有什麼新的委身沒有？如願意開放家庭？

願意作老人院，育幼院的探訪，辦福音活動，或是去公共場所發福音單張？  

4 ）請分享八月份你心中可否有什麼人是你預備向他傳福音的？可以提出來

在小家大家一起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