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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課 ND-403:《屬靈的傳承》 

于宏潔弟兄 2015 年 8 月 9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

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2:1-2） 

「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心，留

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來 13:7） 

 

弟兄姊妹們，平安！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我們真喜歡當祢的門徒。主啊，這是一件何等尊榮的事，祢居然看得上

我們，居然悅納我們。祢不僅僅呼召我們起來跟從祢，祢乃是親自在這裡帶領我們，教育我們，

塑造我們成為祢手中合用的器皿。我們謝謝祢，為著每一堂課我們都求祢祝福我們，不僅能夠

把屬靈的悟性賜給我們，讓我們聽得懂，更是把一個順從的心賜給我們，讓我們喜歡來跟隨祢。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們今天要講《屬靈的傳承》。 要知道我們的這一生絕對不是只為了今生而活著，我們的生活

一定要跟永恆發生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救恩會臨到我們， 神就是要叫我們在這個有限的，平

凡的人生裏， 跟 神發生了關係，而且我們是帶著這個永遠的生命在地上經過。所以我們整個

的人生絕對不是只為短暫的今生，它一定要跟永恆發生關係，它是要有永恆的價值。同樣的，

更不能夠讓我們的這一生只為自己而活著， 神把我們擺在地上，我們周圍有其他的人，所以

不僅我們跟 神的關係要對，跟人的關係也要對；我們不僅要在 神的面前活得有價值，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8-09 

 

ND-403                 Page 2 
 

我們也要在人的中間活得有價值——這是 神給我們的託付，這是 神造我們的目的。 

當我們在這裡講到『屬靈的傳承』的時候，特別講到我們這一個人，怎麼樣能夠把在 神

面前所領受的生命和使命，在 神面前所領受的祝福，影響我們周圍的人，絕對是從自己的家

人開始的。這個從中心到圓周——我們的家人、職場、教會、鄰居，或者我們的社區（community）， 

神一定要叫我們這個人做一個有影響的人。而且不僅影響在我們周圍的人， 神要我們把

祂給我們的祝福傳給（pass down）我們的下一代。不僅是肉身上的，我們的兒女，更

是我們「屬靈」的新生的一代。所以，這個跟年齡沒有關係的。 

    一面來說，是跟我們肉身比，我們的兒女不可能比我們年長，對不對？所以就著肉身來說

是傳（pass）給年輕的人。但是，就著「屬靈」上來說，我們周圍任何人——他剛得救，他新

得救，甚至他還是福音朋友，這都是在這個『屬靈傳承』的範圍裏，我們要去影響他(們)的，

我們要去指導他(們)的。 

那現在這件事情為什麼我們會把它放到生活裏，因為這都跟我們的生活發生非常直接的關

係。你要知道仇敵有一個詭計是歷世歷代以來就在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出埃及記》第

一章，你發現法老對 神的百姓有一個詭計。他們不僅僅是用督工轄制他們，有一件事情就是：

凡是以色列人生的男孩子就殺掉。這件事情本身就是為了斷代，就是讓他們中間沒有後代，男

孩子殺光了，女孩子他們娶來，然後同化，以後就沒有以色列民族，沒有純正的希伯來血統， 

神選民的這條線就被切斷了，也就沒有基督。你尌曉得這條線尌這麼被切斷了，這是仇敵

一直要做的事情，牠的對象其實是 神，仇敵真正敵對（against）的對象是 神。但是，

牠知道 神的旨意整個在人的身上，所以它尌藉著影響人，來阻止 神的旨意成尌。所以，

斷代，甚至絕子絕孫是仇敵一直要做的事情。你發現仇敵只要看到我們在這裡有「屬靈的生育」，

就是神家在這裡有『屬靈的傳承』，牠是一定要破壞的，這是一定的事情。 

從今天世界上的觀念，你也可以了解，就是如果人是 神和撒旦現在的焦點的話，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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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神在這裡要得到人，那撒旦更是全力地也要在這裡得到人，這是一方面。另外，任何被 神

得到的，撒旦一定要全力地破壞，要把他給搶回來。 

從矽谷（Silicon Valley）你就可以了解，這個所謂的挖角公司，誰好就來挖，對不對？我

不是說我好，我最後一個工作我根本沒去找，是人家老是打電話來，我實在被打煩了。我說我

沒有時間寫簡歷（resume），他說你沒有時間寫沒關係，我們幫你寫。所以，我最後一個面試

（interview）我的簡歷是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上面的老闆聊天聊到一半，他問我一些

東西，我說對不起，簡歷不是我寫的。你就曉得地上的人是用各樣的方法來挖角。有一次我去

外地講道，回來坐在美國航空的（American Airline）飛機上，飛機上通常都有他們自己的雜誌，

有一個廣告裡面這樣寫，它說：第一條规定（The number one rule）—— “你如果沒有好好

照顧好你的客戶的話，別人會照顧他‖（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 customers, somebody else 

will do.）。 

所以，弟兄姊妹，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今天不僅 神想得到我們每一個人，請你相信我，

撒旦也全力想得到你。同樣的，在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的孩子，周圍的弟兄姊妹，小組裡

面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人，撒旦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得到他們。 神得到我們是要叫我們得

生命，得的更豐盛；撒旦得到我們是偷竊、殺害、毀壞，讓我們為牠效力，讓我們違背（against） 

神，讓我們從 神的旨意，從 神的祝福中出去。 

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我們覺得『屬靈的傳承』很重要。我很喜歡中文，你們也聽我講道

常常糗這些講英文的孩子，我說你們英文比不上我們中文，英文就是繼承（inheritance），中文

是『傳承』，兩方面，又要『傳』，又要『承』。所以，我們中文講『屬靈的傳承』，我就希望借

用這個意思。 不光『傳』，還要『承』，有兩個方面（take two sides）。同樣的，在座的弟兄姊

妹，今天我們有『傳』的責任，同時，我們也有『承』的責任，到底我們在承受什麼？ 

從我四十歲以後，當然我三十多歲 神就召我出來服事主。從我四十歲以後，我每一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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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個屬靈的前輩走掉，我心裡面都非常地難過。我已經看到很多的屬靈的前輩走了，很多是

我很敬仰的。我就在想我們憑什麼來接棒？這個棒子我們接得起嗎？我不能逃避這個責任，因

為我已經四十歲了，我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樣，我知道棒子一代一代地要傳下來，而現在轉眼之

間我已經到了要傳棒的年紀了！對不對？不管我有沒有東西可以傳，但是我知道我已經是到了

那個有責任要『傳』的年紀了。 

其實『傳承』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今天 神把孩子託付給我們， 神的心意絕對不是說

他上了伯克利大學（Berkeley），他上了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你就是成功的父母。在 神

的眼中從來沒有這個， 神在乎我們到底怎麼樣教育我們的孩子，怎麼樣為 神國、 神家養育

下一代。 

所以，我們教會整個兒童主日學有三個大方向，所有的主日學老師應該都記得，對不對？

第一個：是建立他們跟 神的關係。一定要建立，而且要強化跟 神第一手真實的關係。第

二個：是要在乎他們跟基督身體的關係。他們跟基督，跟教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來到 神

家，絕對不能讓他自我中心，絕對不能讓他我行我素，他要幹嘛就幹嘛，要讓他學習認識我們

是活在身體裏。然後第三個：是要培養他們像基督的生命和性情（Christ-like character）。

那對我們大人，其實是一樣的。對著我們教會裏任何新信主的，新加入教會的，新來到我們中

間的，其實都是一樣方向。 

將近三十年前我看了一個錄影帶（VCR tape），全部是黑白片，它是一個紀錄片，它把以

色列過去兩千年，當然有一些以前沒有錄影带（video），他們就用圖片或是把人畫的圖片拿出

來，講整個以色列猶太人復國的歷史。它說：以色列這個國家為什麼能夠在亡國 2500 多年、

將近 2600 年，居然能夠復國？從人類的歷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一件事情。沒有一個國家可

以被別人同化， 分散到全世界各地，而隔了 2000 多年能夠回來重新復國，這是一個奇蹟

（miracle）！我們絕對知道是 神在後面主宰的權柄， 以及神的旨意。但是，當那個旁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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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講以色列復國的時候，他特別提到一件事情：為什麼以色列民族有這麼強的向心力？他

說：因為他們非常注重 神的話語。以色列人不管被分散到世界上任何的角落，他們在家裏的

家庭祭壇、家庭的屬靈教育是代代相傳，絕對非常清楚地用 神的話語。 

《申命記》第六章第六節到九節，說：「6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7也要

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8也要繫在

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9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你要知

道， 以色列人是照著這句話的字面完全遵守的（literally）。你今天到以色列地看，有那麼多

的拉比，他們走在哭墻面前，頭上戴著一個黑盒子。戴在額上，綁在身上，然後穿在身上，

他們掛在門上，掛在城門上。他們有一個小小的東西，裏面是可以塞經文的，很多人就是塞《申

命記》第六章。他們把這個東西貼在門上，你一進門的時候，就看到這句話在那邊。所以， 它

變成裝飾品，你到以色列地一定有人賣你的。然後，新約的猶太人不信耶穌，他們覺得有的裝

飾品做得太像十字架，所以，他們再也不放正的，垂直的，他們把它放成斜的。你就曉得以色

列心現在多剛硬，他們完全守舊約。但是，至少他們對 神的律法，是非常嚴格地遵守，代代

相傳。所以，為什麼他們能復國？因為 神的話語，因為他們『屬靈的傳承』做得非常好。我

想我們中國人如果被人家同化，不用幾代……你看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吃麥當勞（Mc Donald），

天天講英文，國語講得都聽不懂。 

我們今天講『傳承』，既然是兩面，所以，今天的背誦經文我特別列了兩節，一個是重在

『傳』，一個是重在『接』。我們把它讀一遍：「1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

來。 2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

後 2:1-2) 這是保羅臨上斷頭台，人生中最後的一卷書，也是他人生中最後的一段路。他在監

獄裏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語重心長地勸提摩太。在這裡我們短短的一節經文，可以看到『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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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傳承』包括了幾代？四代 —— 保羅、提摩太、「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就是能教導

人的，第三代、被這些「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所教導的人，第四代。所以，你發現了沒有，

短短的一句話裏，已經看到了四代。我們是一定要『傳承』的。 

第二個：「從前引導你們、傳 神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們的信

心，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來 13:7）這裡是講到我們需要主動地、謙卑地、認真地去

效法前人的腳蹤。所以，保羅能夠說：「你們該效法我」（林前 11:1）弟兄姊妹，我們每一個

人也都需要在主的面前，非常主動、謙卑、非常認真地來承繼前輩的豐富。 

我們以前在美國中部讀書的時候，因為沒有任何中國教會，只有查經班，所以，偶爾我們

請到東西兩岸的講員，甚至從海外來的講員， 在我們那邊都造成轟動，都當寶貝的。除了讓

他講道以外，在我們查經班裡，我就跟弟兄姊妹講， 我那個時候還沒有當傳道人，我說我們

聽完他講道以後，有我們的「挖寶聚會」。聽得懂我的意思嗎？「挖寶」哦。因為他身上還有

很多寶貝，他講台上來不及講的，私底下可以講的。所以，那些講員到了我們那邊去，當然如

果有很多聚會，我們會稍微小心一點，等到他最後一天，比較空的時候，我們就預備很多好吃

的東西，陪他吃宵夜吃到很晚。然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我們就問他很多的問題。我常常很

喜歡問前輩的問題，「如果你要跟我介紹三本屬靈書，你會介紹哪三本？」這個問題好不

好？很好。所以，我常常從不同的長者那裡聽到他們講，我會說：「為什麼這本書這麼好？」

他會告訴我怎麼讀這本書。我常常就從中得到了很多潛在的豐富。我會請問他說：「如果你這

一生整個服事的精華裏，你用幾句話告訴我，你最大的體會、最大的體驗是什麼？你

對我們年輕人最大的勸勉是什麼？」我真的是寶貝每一位 神的僕人。真的！他們都太寶貴

了。 過去這麼多年，我們請了這麼多年長的 神的僕人來當我們退修會的講員——吳勇長老、

于力工牧師、沈保羅牧師、劉東崑牧師、徐爾建牧師。你看這些都是年長的， 我為什麼請年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8-09 

 

ND-403                 Page 7 
 

長的？時間很有限、很寶貴，而且他們累積的豐富。很多的豐富可能是從他們錯誤、失敗累積

來的。我們都可以學。 

所以，弟兄姊妹，這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有『傳承』的責任，一方面我們有「接

棒」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在主面前有這樣的覺醒 —— 我們如果不『接』，我們怎麼『傳』？

我們拿什麼『傳』？所以，我後面會問的一個問題，也許可以放在回家作業（homework）裏，

我們有東西可以『傳』嗎？如果有人今天來問我說：你要『傳承』的話，你最想要『傳承』的

是什麼？那我想問弟兄姊妹，我們要『傳』什麼？（What are we going to pass down？）我接著

再問一個狠心的問題，我們真有的『傳』嗎？所以，我希望這個題目對我們的生活是一個儆醒。 

我們在家裏養孩子，在公司裏傳福音，在教會裏事奉，當領導者（leader）做榜樣，帶領

同工，我們自己要知道，雙方面都需要，又有『傳』，又有『承』。它跟我們生活每一個層面發

生關係，所以，這是為什麼把它放在『傳承』的題目。 

特別在今天這個世代， 撒但也在這裡爭奪人，不信主的人牠當然搶著不要他信主；信主

的人，牠不要我們愛主，牠只要你得救就好了，牠不要讓你當一個認真的基督徒。所以，為什

麼我前一陣子引用一個資料， 王永信牧師他們《大使命》雜誌做的這項調查：中國教會的基

督徒的孩子上了大學，不是不去聚會，而是丟棄信仰的，高達百分之八十！這個數字是讓人很

痛苦、很驚訝的一件事情。我那天講完道的時候，底下有個弟兄跟我講，美國教會一樣，他前

兩天剛剛看到同樣的資料：美國人，不曉得是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還是另外一個

很有名的機構，調查的結果百分之七十九點多，那也是等於八十了。孩子上了大學，不僅只是

軟弱、妥協、被世界擄去，而是根本否定了他們的信仰。所以，你就曉得今天我們在『傳承』

上出了問題。 

我們都看過接力賽（Relay）賽跑，接棒接得好不好，不是光傳棒的人，接棒的人也有責

任。兩個人要很好地配合，棒子才接得好。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講『傳承』的時候，希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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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有做父母的、所有在 神家有服事的、所有甚至已經得救的基督徒，我們都有『傳承』的

責任。一方面要『承』，一方面要『傳』。我們要能夠去『接』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尤其一

個世代比一個世代的環境更艱難，更黑暗，對不對？ 

我跟于師母在家裏，常常想到我們的下一代，想到他們的再下一代，我現在抱著我的孫子，

我都不知道他到十幾歲（teenager）的時候，他怎麼去勝過他那個世代的試探。太可怕！對不

對？這些網絡，蘋果手機（Iphone） 等等，什麼東西都在上面。這是我們小的時候打彈珠、

抓蟋蟀沒有的事情。我們怎麽去讓孩子們能有夠強的内在生命，讓他們身上能有抗體。不是光

綁在家裏就可以了，早晚有一天他會出去的。你不能把他放在無菌室裏去養他，這個世界不可

能無菌的，舊造的生命裏，本身就是敗壞。所以在『傳承』上，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一、 『傳承』包括了屬靈生命的延續與使命的傳遞（包括肉身與屬靈的下一代） 

 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加 6:7b) /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林前 9:6a) 

a) 生命上－經歷基督『死而復活』才可能有真實的傳承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4) 

所以，『傳承』至少包括了二方面：一個是屬靈生命的『傳承』；一個是使命的傳遞。

生命上，我這裡講的『傳承』絕對不是肉身，生兒養女是成家的目的，連小孩子都知道，我們

也不用多說。我這裡講的是屬靈生命的『傳承』，既然是講屬靈生命的『傳承』，尌講到一

個條件：尌是所有能夠『傳承』下去的必須是基督。所以，在我的身上，我必須經歷十字

架，沒有『死而復活』，就不可能有基督，不可能有『傳承』。所以，主耶穌說：「一粒麥子不

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約 12：24）請記得，我們這個人能不能產生後代，我不是指

你自己肉身上生了幾個孩子。在 神的眼中有沒有屬靈的後代，在乎我這個麥子肯不肯死。

如果我不肯捨己，不肯接受十字架，不肯接受耶穌的復活生命作生命的話，我們是不

可能『傳承』的。你頂多生了很多的孩子，子子孫孫，在 神的眼中這個屬靈的代是斷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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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在 主的面前小心，這是生命上的『傳承』。 

 

b) 使命上－為神家尋找並培育見證火炬的承接者－『燃燒自己，點燃別人』 

    第二個，使命上是講到見證的火炬傳遞。就是我們一方面要為 神家去尋找，而且培養

見證火炬的承接者。你要知道真正可以承受使命火把的人不是這麽容易找。其實照理說，應該

每一個人都是。但是，今天 神家荒涼到一個地步，我們需要去找這樣的人，需要去培育這樣

的人。所以找也難，培育也難。 如果你們真的在 神家久一點，或是像我們當傳道人、當牧者，

你要在培養一個器皿花很多的功夫，五年十年，仇敵可以幾天就破壞他。真的，你要把一個人

從底下拉、拉、拉、拉、拉、拉到站在一個高高的桌子上，你要花很大的力量，但是別人只要

輕輕一拉，他就下來了。 

當我們看見 神家的器皿被仇敵破壞，我們心裏面真的很不甘心。花了這麽多的功夫，這

個器皿就這樣子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在主的面前要知道，要為 神家尋找。其實，你

不需要尋找，你自己的孩子就是了，這是 神特別託給我們的。教會旁邊的弟兄姊妹，你小組

的弟兄姊妹，都是 神託給我們，我們就從他們身上開始。我們哪裡知道這個人，有一天會不

會成爲保羅第二； 我們哪裡知道那個打魚的，有一天成爲得人的漁夫；我們哪裡知道，原來

在那裡，整個人生乏味，不知道幹嘛的，有一天成爲葛理翰（Billy Graham），叫全世界幾百萬

個人得救。我們怎麼知道？（How do we know），所以，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 

一方面為 神家尋找，另外一方面，我們自己必須要有火，你才可能去點火，對不

對？同樣的原則，你要『傳承』你自己必須要有東西。你要點火，我們自己必須要有火。所以，

『燃燒自己，點燃別人』這是我們『傳承』一個很好的描寫，就是讓我這個人肯捨已。麥子

落在地裏死了，肯捨已；讓火燒我們，這是講到肯捨已。但是絕對不要只做到燃燒自己，照亮

別人，太可惜了。我讀大學的時候，有個書簽我很喜歡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夾在我書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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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很長的時閒，勉勵自己。可是在主面前更往前的時候，我覺得那個層次還不夠好，應該是『燃

燒自己，點燃別人』。因爲你早晚有一天，你會燒光的，對不對？我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我

早晚有一天蠟炬會成灰的。但是在我還活著，我還亮著的時候，我能夠不斷地去點燃。在我這

一生裏，就算我只能點燃十個人，這十個人都再去點燃十個人，我的第三代就已經多少個啦？

一百個了，對吧！再去點燃十個人，他們就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了。你不要以為這是亂説的，

這是我們實際上、經歷上真的可以做的。我們就是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好好來做這件事情。 

我這裡講了這二個「屬靈生命的延續、使命的傳遞」。我引用了保羅在《加拉太書》第六

章第七節跟《哥林多後書》第九章第六節，這兩節《聖經》都是講到跟奉獻有關的，但是我把

它借用過來。因爲這是一個非常深刻而且絕對的屬靈原則，就是「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

甚麼」（加 6:7b)，然後「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林後 9:6a) 我稱這兩個是撒種的黃金

法則（Golden rule）。你種甚麼，收甚麼。現在收的，常常是從前種的。它爲甚麼會這個樣子？

因爲從前這樣子種它。 

前兩天，我看了好幾篇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一位爸爸他自己在 神的面前懷著非常

虧欠地寫了這篇文章。他說他的孩子很小的時候，很多的動作都像他，走路的樣子啦、摳鼻屎

的樣子啦、講話的樣子，統統都像，各方面都像，所以大家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他都很得意。

後面他寫到，哪裏曉得，當這個孩子慢慢長大，到了十幾歲、到了二十嵗，他開始收他的惡果。

他說，兒子不光是外面的動作像他，所有的性格、性情、生活習慣統統像他。跟他一樣自私、

一樣懶惰、一樣亂七八糟、一樣對外人很好，對家人很刻薄（mean）、跟他一樣是不懂得體貼。

所有在他身上的個性，他統統在他兒子身上看到。 

所以，弟兄姊妹，說過了種的甚麼，收的就是甚麼。想要收到好東西，今天開始種，不

管過去已經種了多少不好的，我們在主的面前悔改，每一個今天都是我們餘生的第一天，我們

好好地利用，好好地把它給挽回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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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經中『傳』和『接』的鑑誡和榜樣 

我們現在要簡單講一下《聖經》中的鑑誡和榜樣。那麽失敗的鑑誡，我提三個，美好的

榜樣也有幾個。 

a) 失敗的鑑誡 

1) 由在埃及掌權、蒙福到後來的為奴、受苦（創 47：6a，出 1：6-14） 

     一個最明顯的失敗，就是在出埃及的時候，《出埃及記》之前，你發現以色列人在埃及，

他們非常蒙福。埃及法老把全歌珊地最好的地方送給以色列，所以我說， 當約瑟、雅各還在

的時候；當 神家， 神的百姓還屬靈的時候，其實這個世界是為我們效力的。不光外面的世界

為我們效力，甚至「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所以埃及地把最

好的白手送給以色列，也就是因爲埃及把歌珊地，把一個那麽安靜，沒有人打擾， 是很好牧

放群羊的地方給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在那裡不僅可以很快地發達昌大，而且以色列在短短的

機年間裏，他們生了這麽多的人，成爲一個民族。世界就是把最好的給他們。 

但是，從《出埃及記》第一章我們看到就不是這樣子了，當約瑟死了以後，有不認識 神

的新王出來的時候，以色列人就被督工轄制，他們開始過非常辛苦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

你今天就是看到這樣，這個屬靈的傳承在中間什麽地方掉了， 神的兒女們不再活在 神的面前，

生命不再剛強，跟 神的關係不再正確的時候，你發現同樣的世界馬上反過來，督工轄制他們，

他們因做苦工就哀求 神，他們天天所摸的都是屬地的事，和泥、燒磚、做田間各樣的事情，

天天摸的都是屬地的。這跟我們今天多像啊，你想想看，挑你任何一天好了，從早上到晚上，

這十六個小時，你自己算算，百分之多少是摸屬地的事。所有的東西歸給法老做積貨城，比東

和蘭塞全部都是歸給法老，到最後就是殺男嬰。所以，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對比，『傳承』沒傳

好。 

    2）由約書亞時代的得勝到士師時代的墮落（士 2：7-15）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8-09 

 

ND-403                 Page 12 
 

7 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百姓都

事奉耶和華…10 …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

事。11 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 12 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

華…去叩拜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 14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士 2:7-15) 

    第二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約書亞的時代，他們除了那次驕傲和有當滅之物，在艾城面前有

一個小小的失敗，除此以外（otherwise）在約書亞的時代是所戰皆捷，沒有一個仇敵可以在約

書亞他們面前站得住。這也是《約書亞記》第一章，神給約書亞的應許，「你平生的日子，

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書 1：5）所以他們都好好的。不管有任何的仇敵根本不

可能在他們面前站得住，全部都被打敗。但是當這個棒子往下傳的時候，我在這邊摘錄了一點

經文，因爲這節經文很重要。 

《士師記》第二章第七到十五節，我只摘錄了幾節：「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

些見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百姓都侍奉耶和華」（士 2：7）你

注意到了沒有，當約書亞在的時候，百姓們都事奉 神，就連約書亞死了，當初跟著他一起南

征北討，看過耶和華行大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那個局面還可以穩得住。但是接下來，第十節：

「10後來有別的世代興起，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11 以

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侍奉諸巴力， 12 離棄了領他們出埃及地的耶和華，

他們列祖的 神，去叩拜別神，就是四圍列國的神，惹耶和華發怒。14 耶和華的怒氣向

以色列人發作……」（士 2：10-14）你就發現 神的百姓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地往下走。 

這個非常明顯的，你看我們買會所的那一代的弟兄姊妹，講起那段我們心裏面再軟弱、

再灰心，都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在我們裏面，因爲當初親自經過了這一關。我不是說，你

們新來就沒有經過，對不對？但是 神會用別的環境帶領我們經過。我在那一段時間，跟弟兄

姊妹講的時候，我引用了魏肯生（Bruce Wilkinson）一篇文章。我根據他那篇文章，我們做了

一個幻燈片（power point），我現在打給大家看。 

有三把椅子，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的基督徒，或是第一代的  神的兒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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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識 神（they knew God）。第二代呢？不一樣了，變成知道 神，並不是第一手或是有關

係的認識，而是頭腦裏的知道、歷史上的知道、家裏所傳下來的故事，他們知道有 神，知道 神

做過事情。而到了第三代，剛才我們也讀過了，有新的世代興起，他們不知道耶和華，也不知

道 神在他們中間所行的事情，第三代就不知道。 

第一代跟 神有直接的關係，所以他們有委身（commitment）， 他們把自己獻給 神，

活在 神面前。而第二代的基督徒，因爲他們只知道 神，所以他們會有很多的妥協

（compromise），很多東西變質了。而到了第三代，他們是困惑（confusion），他們不

能夠明白，因為他們跟 神沒有這個關係。 

第三件事情，第一代讓主居首位，把 神擺在前面，所以講到 神和我（God and me）。

而第二代的人，他們只是知道有 神的事情（know about God），所以他們是我和 神（me 

and God），把我擺到前面去了。而到了第三代尌是只有我（me only）、惟我獨尊、自

我中心。 

在這裡看到了沒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就是有這樣的不同，而我們今天很謙卑地

拿這個回頭看我們今天， 在我們身上跟我們的下一代中間有沒有差距？其實很多東西已經差

了，我自己身為第三代的基督徒，我跟你說，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我們前一陣子有特別

專題探討過。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要麽很蒙恩，從小活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如果教會也

還正常，他們都還長得不錯。我跟于師母最近去參加一個聚會，他們是第五代的牧師（pastor）。

你看像戴德生家，到了戴繼忠牧師也是第五代，代代做宣教士。我們去的這個教會，帶領同工

講道的同工，他已經是第五代了，雖然他的 ―力道‖ 比不上他爸爸，他爸爸來講道，幾句話就

是不一樣，知道很老練。但是他們家至少『傳承』下來，都是很敬虔的。但是你在這裡發現，

到了《聖經》裏面第二代、第三代就開始不行。 

我自己身為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也知道，我從小就聽過很多的東西。我知道在教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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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麽做會得到叔叔阿姨的稱讚。等到我再大一點，我知道怎麽做，我會得到這些同工們的稱讚。

等我再大一點的時候，知道在教會該怎麽表現，可以得到弟兄姊妹的稱讚。統統都知道，但是

很多的東西不真，很多的東西是因為我知道在 神家甚麼東西討人喜歡，甚麼東西得人尊重。

弟兄姊妹，這是很危險的事情，缺少裏面屬靈的實際（spiritual reality），缺少我真正跟 神之間

第一手最真實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我們在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你千萬不要以爲說：哎呀，孩子天天會跟你背

《聖經》，每天會跟你一起禱告，他就是對了，不見得的（not necessary true）。如果都是對的

話，爲什麽會有這麽多的孩子一進了大學，百分之八十的人放棄了他們的信仰。因爲他們知道

怎麽樣在你面前裝假（pretend） ， 就算他不是故意裝假，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東西是假的，

或者是不真，他以為這就是了。因為爸爸媽媽也是這個樣子。大家禮拜天聚會都很好，唱詩、

敬拜 神、拍手，然後回家，上車就開始批評說：今天那個弟兄真是豈有此理，我明明要吃雞

腿飯，他把滷肉飯給我。他們就認爲說，基督徒可以做兩面人。 

所以，有一個人講得很好，你關起門來在家講的話，外面人雖然聼不到，但是卻代代傳

下去了。孩子們都在看，都在聼，我們不知不覺都在影響他們。所以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

其實是很危險的基督徒， 知識有了，沒有屬靈的實際。我知道在座很多人，是第一代的基督

徒，到美國才信主的。但是請你一定要小心，你家裏面就有第二代，我們是如何培養他們？我

們是如何帶領他們？只要他們禮拜天來聚會就對了嗎？只要他們跟你說，他每天還有讀經，他

就是一個正常的基督徒嗎？我相信沒有人敢回答這句話。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禱告。這是在

『傳承』上的鑑誡。 

3） 由大衛的全盛時期到日後的分裂王國－好王不出三代 

    那麽到了第三個例子：大衛的全盛時期到日後的分裂王國。你讀《聖經》，大衛這麽合 神

心意，他也犯罪、也跌倒，但是他的悔改、他的認真、他悔改以後對 神的絕對、他的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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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是 神赦免他， 神也悅納他， 神繼續使用他。但是你卻發現後代，沒有一個王可以

跟他相比，不要說北國，北國所有的王都是壞王。南國，勉強提到八個好王，但是真正的好王

絕對不出三代的。當你去讀歷史，可以讀到約阿施，約阿施生了亞瑪謝，亞瑪謝生了烏西雅，

烏西雅生了約坦，這四個王《聖經》上都說，他們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但是講完這句話

的時候， 就說「只是邱墰還沒有廢去」（王上 22:43）。講到說，他們不如他的主大衛。甚至

有二個王，雖然《聖經》上說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在基督耶穌的家譜裏面都被刪掉的。

所以，你要知道《聖經》上在那邊講，他們是 ―正‖，只是說他們沒有拜偶像而已，並不是代

表這個人是合 神心意的人。而真正的好王，像希西家、像約西亞、像約沙法，這些王基本上

都連二代都不出的。 

所以，你就曉得『傳承』這件事情要很認真去做它，我們不去做它，我剛才說過了，如

果我們不好好照顧（take care）我們的下一代，別人會來做。而且你想想看，今天仇敵已經藉

著多少的方法在塑造我們的下一代跟我們周圍所有的人。我三十年前就聽到一個牧師講道，他

說：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爭戰（unfair battle）。他說，你想想看，我們傳道人一個禮拜就那

麼一個小時，要去面對神兒女們每個禮拜幾十個小時在世界裏面的薰陶。那個時候只有電視、

收音機，現在這個影響力是遠超過電視了，就像網路啊，任何東西都影響。你說我們怎麼可能

用一個小時就幫助底下已經被世界襲擾了幾十個小時，在世界的大染缸裏，已經過了幾十個小

時的弟兄姐妹叫他愛主，叫他回到神面前？連光回到神面前都要花很大的功夫，不要說讓這個

人能夠徹底地潔淨自己，起來愛神，起來奉獻。他說這是一個太不公平的爭戰。今天，我想問

弟兄姐妹同樣話：我們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跟世界的王花在他們身上的時間能夠相比嗎？不要

以為他們在學校得到的都是正面的教育。學校裏多少的朋友，多少可怕的事情。現在學校裏教

科書也改了，同性戀也合法了，男生可以跑到女生廁所了，你知道孩子在受什麽影響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起來禱告，我們要為著這些事情向 神哀哭。如果連前輩們在傳承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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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失敗，都沒有把傳承做得這麼好，那今天到了我們手中，到了我們這樣的世代，到了我這

樣一個軟弱人的身上，我要怎麼樣能夠把它做得好？所以，于師母常常說這一生最大的遺憾，

是我們沒有把孩子帶得更好，我不是說他們都不好，但是我真的覺得是虧欠，再怎麼做我都覺

得還可以再做更多。 

對教會弟兄姐妹也是一樣，我永遠都覺得做的不夠。所以我蒙召出來的時候，別人問我，

你會不會想念工作？我說：薪水高我連想都不會想，我一點不在乎。我說：工作我非常喜歡，

老闆也器重我，我也非常喜歡做工程師（engineer）的工作，我說蒙召以後，我再也不會後悔，

也不會埋怨。他說：那你出來蒙召以後，你最受挫的會是什麽？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麽？我那個

時候跟他講說：我沒有成就感（sense of accomplishment）。因為我在自公司裏我做一個項目

（project），絕對不僅按時交，很多時候都是提前的，從早上到晚上我可以在電腦上做很多的

事情，很多東西電腦本身就可以證明你的東西是對的，有效的（work），通通都好的。可是來

到神家你跟一個人講一個東西，你講一個禮拜，講兩個禮拜，講三個月，講一年他軟弱就是軟

弱，他不愛主就是不愛主，到最後要離婚就是要離婚，要喝酒還是喝酒，沒有辦法。這是沒有

成就感。 

但是剛剛我講的關於撒種的兩個黃金法則，一個是什麽？「 人種的是什麽，收的也是

什麽。」（加 6:7），「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林後 9:6）保羅還要加一句

這話是真的。黃金法則，如果你還要加的話，還有第三句話，你們的綱要上忘了寫，在第五個

點就是具體實行的路的要常常禱告不要灰心，我後面多加了一個詩篇第一百二十六篇第五節：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不要灰心，就是做，我做我該做的，撒我該撒的，我就是

禱告我該禱告的，我把結果交在 神的手中。 

b) 美好的榜樣 

    美好的榜樣我就不多說了，摩西與約書亞，哈拿與撒母耳，以利亞與以利沙，保羅與提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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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彼得和馬可，還有在這邊曹國豪弟兄，或者是…… 我想我們自己去加， 希望我們的名字

也能夠出現在這個清單上。 

三、具體實行的路 

具體實行的路，這是爲什麽今天請你們早進來五分鐘，我很快講一下。 

a) 要根據聖經－不隨波逐流，但卻又能跨越代溝－文化上、思想上、生活習俗上… 

神的話是傳承的中心，永不可偏離(書 1:7-8, 申 6:6-9)－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弗

6:4) 

那第一個：「要根據《聖經》，我們不能夠隨波逐流，但是卻又能夠跨越時代的鴻溝，不管

在文化上，思想上，生活的習俗上」，基本上就是神的話是我們整個傳承的中心，不管是屬靈

的生命，或使命的傳承，一定是根據神的話。所以，不要在教會隨便發起不合聖經的使命，讓

神兒女們勞民傷財的做，卻沒有價值。我們完全回到《聖經》上來，《聖經》永遠是我們的根

據。但是，我們在傳遞或在傳承的時候，我們要能夠對我們所處的世代有第一手的了解，內容

不變，但是方式方法可以適當地改變。 

例如說：你同樣是在講舊約歷史，那麼到了這個現代，我們偶爾可以用點幻燈片（power 

point），照出一些以色列的歷史、地理或是文物的圖畫，讓大家印像深刻， 或是你中間插一小

段錄影也可以幫助大家印象深刻。不要去太在乎支節末梢而是要在乎那個大的，內容不變，但

是我們的方式可以改變。 

我剛去中國的時候，連我們弄幻燈片（power point）都有人反對的。他們覺得應該不要依

靠勢力，依靠才能，只要依靠聖靈，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它拿下來，就再也不用了。盡可能的不

枯燥的把東西講出來。那現在的人呢，又太依靠幻燈片，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甚至花在做幻

燈片的時間比自己跪下來禱告時間還多，那是太可怕的。所以，我們講幻燈片用多了以後不僅

沒有能力（power），連重點（point）有時候都沒有了。真的，你不僅那個能力掉了，有時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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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幻燈片一個一個點講完，大家也都不記得了重點在哪裡，所以還是要在乎真東西！ 

我們要傳承，不是靠技巧，或靠方法，我們還是要在乎我們裏面真正有火，真正有負擔，

真正知道自己要傳什麽。所以，中國的傳統教育爲什麽常常被人家形容為「填鴨式」的教育，

因為我們衡量一個老師好不好，是根據他講的好不好，根據他講了多少，這是我們常有的觀念，

對不對？但是，我介紹大家讀的那本書《改變生命的教學》，它說：衡量一個老師的成敗是根

據學生聽懂了多少，學生活出了多少，學生被改變了多少。而我們中國人不是這樣的，我們中

國人就是拼命傳！拼命傳！拼命傳！所以這個神學講的大家越聽不懂，你越高明，因為你有一

些東西我們聽不懂的。其實不是這樣，我們要在乎生命有沒有被改變，我們是不是真的傳下去

了，所以《聖經》是基礎。 

b) 要注重屬靈的核心價值，掌握該有的優先順序 – First Thing First 

o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林前 15:3a)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異象與使命』；『生命之道』；『全家的事奉』 

那麼第二個，「要注重屬靈的核心價值，掌握該有的優先順序」。所以你看保羅自己傳的時

候，他說：「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著聖經所說，」（林前 15:3)

你發現了沒有？他傳的，也是照《聖經》說的，而且他傳的東西有優先順序（priority）。那我

們自己教會我曾經連續講了六個題目，還是七個題目，我忘記了，講到『屬靈的傳承』，講到

在矽谷基督徒聚會（SVCA）我們也是希望這樣。《聖經》真理這麼多，對不對？我們不可能

每一個點都天天去講，我們講不完，也沒有那個時間。所以，我們就把核心價值最重要的東西，

在有限的時間裏傳給弟兄姐妹。 

再回到我們曾經講過的這些題目『基督是一切』，離開基督什麽都不是，在基督裡什麽都

是！對不對，史百克弟兄說的：“任何事情，不管大事還是小事，只要和基督發生關係，

尌是大事”。我們就希望讓人家看到這個教會，永遠基督是中心，基督必須居首位，基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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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一切聚會的目的、內容，『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在我們所有生活的遭遇裏，我

們都可以來經歷基督，得著基督，至終活出基督來。這是整個聖經核心的異象跟原則，那我們

就希望在這裡掌握這個核心，能夠一直傳，一直傳，甚至當我們全年的主題。 

     我們講『異象與使命』，到底我們教會的異象是什麽？使命是什麽？那是我在九月中旬

會和大家講的，我們講『生命之道』，我們講『全家的事奉』，我們講『不隨從肉體，只隨

從聖靈』，我們只能夠掌握一些很核心的東西，每一個家有每一個家的特色，這是我們的家傳，

根據《聖經》，我們照著《聖經》的核心價值，我們在這裡傳遞。 

 

c) 要以身作則 (- 身教遠勝於言教) 且謙卑受教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o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腓 3:17) 

 三個重要的問題：1) 想要傳承什麼？(真有的傳嗎？) / 想要學什麼 (What)?  2) 為什

麼這麼重要 (Why)？ 3) 怎麼傳承？/ 怎麼接棒 (How)?  

第三個「要以身作則」，中國人說的身教勝於言教，而且另外一方面對『接』的來說，我

們要謙卑的受教，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我們都可以有所學習。保羅在這裡

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所以，他是從基督身上學，他自己

是一個『接』的人。他從基督的身上學，然後他可以學到一個地步，他能夠有把握說：「 你

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腓立比書》第三章第十七節：「弟兄們，

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所以，我在這裡提到了三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你想要傳承什麼？(真有的傳嗎？)」，

這句話我不是在諷刺大家，我是對我自己的挑戰，到底我們有沒有東西可以傳。 然後從學的

這一面：「到底我們想學什麽？」 當你碰到一個人的時候，你發現他身上有很多東西，很寶貴

是你沒有的，我們能不能謙卑地去跟他請教？當你做完見證的時候，你有沒有勇氣去找你的區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8-09 

 

ND-403                 Page 20 
 

長、找傳道人說：可不可以成全我，告訴我什麽地方我該改進？要來就要來真的，預備好如果

被剝皮，不受傷。有些人聽過我講這個道，會後來找我說：于弟兄，你可不可以成全我？我講

到一半我就勒住我的舌頭，我知道我不能再講了，我再講他要軟弱三個月了。真預備好，我是

真心受教，真心要學，那麼我們去請教。我們有過路的講員，或是我們神家，你們的小組長、

教會的傳道人或是周圍的弟兄姊妹，甚至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身上都有很多的長處，我們肯

不肯謙卑地從他身上來取其精華。你這樣做，我們這個人永遠是一個豐富的人。 

第二個：「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重要(Why)？」你爲什麽想傳這個，就是要掌握核心的價值。

那麼，你爲什麽想跟他學那個，也就說出我們到底在乎什麽？我以前碰到一個弟兄， 起碼三、

四十年前了，那時他是一個剛蒙召出來的人，他說：他每一次聽他們教會的傳道人講道，他就

會思想，同樣的經文我會怎麼用？那麼爲什麽他這麼用？他會後他會去請教他，他說：你怎麼

樣能夠把經文，分析、分段變成你這個樣子？你可不可以教我？這些東西不是一教就會的，可

能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我就發現神家，確實有一些人他們這麼認真，願意在主的面前長進。 

第三個：要「怎麼傳承？怎麼接棒 (How)？」，第三個才是如何（How），所以，第一個

講傳什麼（What），第二個講為什麼（Why），第三個講如何（How）。  

d) 要在乎傳承的真實果效－尤其針對第二代, 第三代…的基督徒 

o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加 4:19) 

第四個：「要在乎傳承的真實果效」，所以，我剛才提過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我

們都要小心，連保羅在傳的時候，《加拉太書》第四章第十九節：「 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

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所以，這是一個需要時間的。而且，需要你

很認真，很用心，如果我們真正愛我們所傳承的人，我們決對不要覺得交差了事，我講了就好

了。雖然，我知道有些弟兄，不喜歡帶家庭祭壇，或是不喜歡做這個，有時候被太太逼得要去

跟孩子讀讀《聖經》，出來以後說，我已經帶他讀過了，交差了嘛，我早上已經讀過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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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 神在乎我們裏面的真實，我們自己也要去在乎這件事情。  

 

e) 要常常為此禱告, 不要灰心－你們要…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雅 5:7) 

最後「要常常為此禱告, 不要灰心」，沒有人一講就懂、一點就通、一學就會的。所以，你

要向種田一樣，常常澆灌， 連 神自己都說：「我耶和華是看守葡萄園的，我必時刻澆灌，

晝夜看守，免得有人損害。」（賽 27:3），你就發現連神在這裡培養，祂都需要花功夫的，而

且祂晝夜，祂知道夜裏有人來破壞。夜裏沒有陽光，幹嘛要看？因為有人來破壞。所以，當我

們在這裡做屬靈的傳承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這件事情其實是 神跟撒旦都非常在乎的事，也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一定要真正從生命裏面出來，讓主耶穌的生命在我們裏面

能夠去影響別人。然後，我裏面真正有見證的火焰在我裏面，有使命在我裏面。所以，當我去

跟別人講事奉，當我去成全別人，當我在這裡教導別人，帶領別人的時候，別人可以感受到我

裏面的火，不會感受到只是一個硬邦邦的要求。他會裏面受激勵、受影響：「覺得這個使命，

我也要有份！哎呀這件事太有福了，我也要！」這是我們很盼望有的。 

傳承的事情我們一個人做很辛苦，所以，這是爲什麽要在生活的《新人門徒訓練》（ND）

裏面把這個題目放出來，我就是希望我們全教會一起來，大家一起為著神家的下一代禱告，包

括了我們自己的兒女。我說的神家的下一代，就是所有新得救的，所有剛剛進到神家的，所有

年幼的基督徒。我們都需要一起為他們禱告。讓這個傳承是真實的，讓這個傳承是真正成為他

們祝福的。不要說這一代完了，到了下一代《士師記》所出現的那些問題就都出現了，那些人

已經不認識 神，不知道 神，甚至轉去拜別 神，而到最後耶和華的憤怒臨到他們，然後，仇

敵興起轄制他們。 

我相信我們沒有一個人希望我們的孩子，或是在這個教會得救的基督徒是這個樣子的。所

以，我希望我們全教會一起來，爲了這些的事情我們好好的禱告， 我們一起把這個見證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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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我們一起把神家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能夠傳下去。所以，我們在英文組也會傳，

請大家也為了孩子禱告。希望他們也能夠在乎這些事情，也能夠在乎從父母、從教會得到一些

屬靈的東西。 

禱告： 

主耶穌啊，擺在每一個題目的面前，我們裏面都顯出了我們自己的虧欠，顯出了我們的不

足。但是，從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謝謝祢，趁著我們還有時間，祢就讓我們知道這些事的重要性，

和我們的不足，它都成為我們成長的機會，成長的空間。 

主啊，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個家，都有自己的孩子，很多的時候我們都很困擾，不知道怎麼

帶領他們。因為這個世界的王，真的是用盡了方法，來奪取他們的心，來吸引他們的注意，來

消耗他們裏面屬靈的生命。主啊，我們需要你把上頭來的智慧和恩典賜給我們，讓我們不僅知

道如何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來養育下一代。我們更是為著神家，為著這個世代培養器皿，能

夠培養真正起來傳遞見證火把的人。 

主啊，恩待祢的教會，讓我們不成為一個停止成長的教會，不讓我們成為一個在你面前退

後的教會。當整個世代快速地墮落，整個世代的挑戰越來越嚴肅的時候，祢讓教會從裏面剛強

起來。為神家興起下一代來，我們向祢禱告，幫助我們，聽我們這樣的呼求，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