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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坚持

我在准备讲章时，察看了一些装着实例资料的旧文件夹，在其中发现一张1972

年圣何塞报（San Jose newspaper）的剪报。剪报的作者写到，一块普通的铁条价值5

美元。如果用这块铁条做成马蹄则价值10.5美元。如果做成针则价值4285美元。如果

做成钟摆轮则价值25万美元。

就“你”这种材料来说也是如此。在你的生命长河中，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将自

己做成什么。我认为我的福音传播工作完全依赖圣灵做工。我的价值并非取决于我

将自己做成什么，而是容许圣灵将我做成什么。

下文的宣言虽然是宗教改革时期提出的，但在今天它依然是对牧师使命的一个

准确描述：“上帝的灵引领我们读他的话语，特别是传扬他的话语，上帝的灵使罪

人知罪、回转，并且建立他们成为圣洁，使他们借着信心受到安慰，这一切都是为

了我们蒙恩得救。”（此宣言节选自《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此手册用于教导

平信徒基督教教义与信条。）

第一节 基础

学习目标：

15.1.1 论述讲道的目的。

第二节 坚持

学习目标：

15.2.1 说明牧师坚持的重要性。

15.2.2 论述压力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的价值。

15.2.3 指出侍奉中的四种压力。

15.2.4 论述《希伯来书》11章的实用性。

第三节 结语

学习目标：

15.3.1 指出你将要应用的五项原则。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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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基础

我们依靠上帝的灵为我们的工作赐下超凡的力量主要基于四点：

1. 依照圣经的讲道应是上帝亲口说话，即圣灵的产物，它像剑一样能刺透人的

良知，像锤子一样打破我们拜偶像的自负，像烈火一样融化我们石头般的心

灵。我们必须始终按照圣经的广度毫无保留地传讲，不能为了别出心裁而只讲

一些奇特的东西。

2. 唯有圣灵可以带来效力。唯独圣灵能将上帝的话语导入我们的良知，改变我

们的意愿，解除理智的束缚，激发我们的情感。一位惯于依靠圣灵的牧师不会

在收获贫瘠时感到懊恼，也不会在丰收时自夸。只有依靠圣灵，才能在传讲神

的话语时，不会让它空洞而虚无缥缈，才会给上帝带来荣耀。

3. 上帝的话语是有影响力的讲道的基础。牧师唯有认识到自己需要完全依靠上

帝的话语和圣灵的力量，才能传讲出最震撼人心的信息。撒但会紧紧拖着牧

师，让他只在乎现场的效果和听众的反应。在我们心里，有个属灵叛徒，他会

在我们早场礼拜后低声细语地说：“你讲得太差劲了，简直就是失败。”在晚

场礼拜后，还是这个叛徒的声音奉承拍马地说：“牧师，你讲的东西让人很容

易理解。”我们靠着自己永远都不能创造改变生命的奇迹，甚至无法打造将一

个灵魂与耶稣连在一起的链条中的一环。

4. 当我们遵照上帝的要求时，我们总能看到成效。见成效是为了荣耀上帝，而

不是为了夸大个人。我清楚记得五旬节圣洁会（Pentecostal Holiness Bishop）的

主教利昂・斯图尔特（Leon Stewart）的讲话，那是几年前他在我们的理事大会

上的致词，他说：

在你们今晚的理事大会上，我可否向你们发起呼吁呢？你们可否为大

家做些事情呢？最主要的是，你们愿意为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做些事情吗？

你们愿意带领我们走出现代的廉价恩典和肤浅的信仰吗？你们愿意带领我

们走出对物质的贪婪和自满的状态吗？你们愿意带领我们走出伪心理学和

夸张的感觉论吗？你们愿意带领我们回归平息世俗人文主义的声音吗？你

们愿意带领我们回归触摸那带着钉痕，创造真正奇迹的耶稣之手吗？你们

愿意带领我们回归到我们真正的榜样，用圣洁的生活将我们提升，不断地

提升，一直升到即使太阳落下后仍然光明永存的主耶稣那里吗？你们愿意

带领我们回归对上帝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真正心怀感激的心态

吗？你们愿意这样做吗？那就请你们这样做吧！愿上帝祝福你们！

学习目标：

论述讲道的目的。

������

1. 作者讲述的讲道的四个

基础是什么？

����
学习目标：

说 明 牧 师 坚 持 的 重 

要性。

������

第二节 坚持

所有这些先锋为我们铺设的光辉历程，所有这些老兵对我们的激励，

你们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需要继续奔跑。轻装上阵，开始

奔跑——永远不要放弃！抛下任何属灵的累赘，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将你的眼睛注视在耶稣身上，他是我们比赛的创始成终者。当学习他是如

何奔跑的，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就是那令人兴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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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上帝，他忍受了路途中经历的一切——十字架的苦难和羞辱以及其

他所有的艰辛。现在，他已经到达荣耀的终点，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

12:1-2，《信息版圣经》）

多数晓得成功之道的人们坚持认为，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天赋、财富或才

华，而是坚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烧水的简单过程。如果你将水壶放在炉火上，但

在自以为已经等了足够长的时间，不耐烦地将水壶拿下时，你只能得到温水。如果

你只想洗洗脸，用温水还是可以的。如果你稍微坚持一小会儿，等水开始冒泡，你

就会得到可以用来做汤的热水。在这之后，如果你超越忍耐的极限再多坚持一会，

直到水达到100度，你就会得到水蒸气！你可以用水蒸气发动火车。实际上，你可以

用蒸汽驱动任何东西。如果你的生活现在不冷不热，坚持下去，最终你将会达到沸

点，经历上帝的大能！

读完圣经学校，我理解了“圣徒的坚忍”的含意。我希望众圣徒能活出这条教

义。我计划努力学习，并且期待我的会众能走出去，耕耘生命，坚守我教导他们的

原则。但是，问题很快就显露出来，圣徒们不能很好地坚持所有的原则。对于这一

点，我认识得越多，就越感到灰心。于是，我赶忙退回到学习中，准备我的牧者劝

勉讲章。我站在讲坛上，传讲关于坚持的信息。但是，投入侍奉后的几个月，我对

会众的劝诫竟成了对我自己的，因为我是如此容易灰心失望。

牧师需要一个由牧师组成的团契彼此代祷、互相肯定。与他人谈论在牧会艰难

时期如何面对坚持下去的考验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安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另一个

人在一种安全、彼此负责的关系中进行沟通。我们不要将自己孤立起来，应该多接

触那些了解我们正面对的挑战的兄弟姐妹。

耐心

《希伯来书》12章讲述了在侍奉这场比赛中的坚持。“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

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

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12:1）

在这场侍奉的马拉松赛跑中，我们除了坚持，还必须忍耐。忍耐是一个描述性

很强的词语，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包含两个词语：

Hupo，意思是“在……之下”

Meno，意思是“保持”

Hupomeno这个词十分生动地刻画出“忍耐”的画面。它的字面意思是“以积

极的心态保持在……之下的能力。”

我听过一个古老的西部故事，讲的是牛如何在冬天的暴风雨中过活。有时，暴

风雨会造成惨重的损失，冰冷的雨水，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之后，在极其寒冷的

冬天，雪厚厚地堆积成堆。大多数牛都会转身背朝冰冷的寒风，顺着风吹动的方向

行进，直至走到无法躲避的铁丝网那里。在猛烈的暴风雨中，他们会依靠着铁丝网

堆在一起，最后因被铁丝网刮伤而死去。但有一种牛总是能存活下来。赫勒福德牛

会本能地迎着风的方向行进。他们会肩并肩站在一起，头朝下，直面凛冽的寒风。

一位牛仔说：“你总是能发现赫勒福德牛生存下来而且活得很好。”

•

•

•

2.“坚持”在侍奉中指的是

什么？



163贵在坚持

压力

在侍奉中，希腊语中“Hupomeno”一词意味着我们需要学习停留在压力之下。

在其中，我们锻炼自己应对出现在我们侍奉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事件与人。

上帝的仆人是在压力和危难中成长起来的（雅1:2-4）。上帝知道应该何时在他

仆人身上施加压力，为的是再一次发起挑战，使他的仆人与他更加亲近。最美丽的

钻石不过是一块长时间受压的黑炭。回避或拒绝侍奉中的压力会错失上帝要在我们

身上做成的工作。《罗马书》5章用“Hupomeno”一词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不但如此，就是被患难包围，我们还是高深呼喊我们的赞美，因为我

们知道患难在我们里面会生出积极的忍耐，忍耐锤炼出坚强不屈的美德，

使我们对上帝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保持警醒。（罗5:3-4，《信息版圣经》）

如果你接受担当牧师的挑战，你就已经接受了压力这一挑战。牧师侍奉中的压

力可以来自方方面面。

作为长滩基督徒生活教会（Long Beach Christian Life Church）的资深牧师，我首

次主日牧会时，在大厅遇见一对夫妻，他们问我：“牧师，你对这间教会制定了什

么目标？你有一个计划吗？我们想预先知道你打算如何带领这间教会。”我回答，

经过认真研究，我的第一个计划是“先稳定一段时间，我们以共同的祷告作为一个

着手点。之后，上帝将会给我们教会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曾经任职圣母大学（Notre Dame）橄榄球队教练的卢・霍兹（Lou Holtz）在被问

及工作的保障时作出了一流的回答：“我有一个终身合同，”他说：“也就是说如

果我们仍然领先并不断进攻的时候，老板就不会在第三局时解雇我。”（Holtz 引自 

Keri 2004）

优先考虑的事情

有个情景经常会在周六下午出现。我从书桌旁起身注视着钟表，儿子的篮球比

赛不久就要开始了，我低头看着尚未准备好的讲章。正当我走向门口时，回想起一

个执事几个月前说的话：“牧师，你应该再多花些时间在学习上，好好牧养我们，

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不要到处奔波，而是待在你的椅子上。”但是，我也想到我

的儿子，在篮球场上做着热身运动，整个比赛期间都望着门口，寻找着我的身影。

我回头望着我的书桌，看到桌子的信件，需要计划的日程安排等等所有的一

切。想到一些不能出门的会友，我还未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最希望从牧师那里听到

的就是“你今天怎么样啊？只想让你知道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有时，一些优先需

要考虑的事情带来的压力使我的精神绷得紧紧的。

期待

有时去一个新地方担任牧师有点像塞姆・利文森（Sam Levenson）讲的故事：

“我的伙伴们都移民美国了，他们都做着同一个梦，以为美国的路是用金子铺成

的。然而，当波普到那里时，他搞清了三件事：（1）路不是用金子铺成的；（2）

那里的路压根儿什么都没铺；（3）他来就是干铺路的活儿的。

在任何时候都想取悦所有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听过前任耶路撒冷市长泰

迪・科勒克（Teddy Kollek）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凌晨的三点，他的电话响了，是一

学习目标：

论述压力在我们的生

活和侍奉中的价值。

������

3 .  压力在什么时候是件 

好事？

学习目标：

指 出 侍 奉 中 的 四 种 

压力。

������

4. 我们在侍奉中面对的四

种压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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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非常生气的女士打来的，她刚开车回到家里，半路上她的车驶过城市主街的一个

很大的坑，将车底的主弹簧颠坏了。她大声抱怨说自己是纳税人，不能忍受这种情

况。市长让这位女士放心，他会就她的问题调查相关部门。第二天早上，他派工作

人员修复那个大坑。第三天的凌晨三点，她的电话响了。她困倦地接起电话，电话

里传来市长的声音：“夫人，我只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把那个大坑修复好了。”

我记得有一位执事喜欢记录所有牧师的祷告时间，并将记录带到下一次的理事

会议上。一些会众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牧师，你应该对罪再严厉一些。你

应该下到会众中来，弄清他们的问题，并且责备他们。”就在同一个星期，另一个

会友打来电话说：“牧师，你要小心；别变得太律法主义！”强势的压力从四面八

方袭来，它将培养出你的坚忍。

小心眼儿的会众

下面几段记述的是一些小心眼儿类型会众的实例，很多牧师都会遇到：

我们的一位牧师收到一封未署名的来信，信上说他在侍奉中最需要的

是个优秀的心理医生，可以告诉他关于他严重精神失常的问题。信中还写

了一位心理医生的电话号码。

在南加州一间教会的一对夫妻离开了他们的教会，原因是牧师没有同

意他们的要求——将教会里所有带香味的东西移出去。丈夫说他和妻子都

对香味严重过敏。他开始参加另一间教会，不久当选为那间教会的理事会

成员，这回他强行要求其他人遵行他的规定。因此很多会众离开教会，教

会不得不关门。教会后来重新开放，教会的新牧师告诉我，那个男的又回

来了。“我看到他，赶忙回到我的办公室，在脸上喷了我能受得了的足够

多的须后水！”

一位牧师为他们与我共同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向我道歉。

“那天晚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家庭。我们未能为他们安排好用餐的位置，他

们因我们的忽视而被触怒了。我们向他们解释那晚人太多了，但我们的解

释不足以平息他们对我的气愤，他们怪我没有事先计划好如何应付超员问

题，于是，他们愤怒地离开了教会。”

最近，一位承受着压力的同事说：“如果我离开服侍工作，就是因为

有些会众太小心眼儿了。上周，整整一周，我都在服侍一个家庭，他们家

的孩子在医院生命垂危。每天我都在孩子的床前，因为伤心而哭泣。我晚

上很晚才到家。那天刚到家五分钟，电话响了，对方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信

徒，他说：“牧师，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不会再来这间教会了。我和妻子

都十分生气。你在周六公告的年轻人名单上漏写了我儿子的名字。”

一次，我以客席讲道人的身份出席一间教会，在门口遇到一个男子，

他这样对我打招呼说：“我中午要离开，你是否能在中午之前讲完。我已

经告诉我的牧师了，现在需要通知你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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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庭换了一间教会又一间教会，寻找的只是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在你

认为你已经为了满足他们的期望而做出改变之前，他们可能已转到另一间教会，并

对那间教会仍旧不满意。你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坚持下去，不要认为所

经历的这一切都是针对自己的。

疲乏

我们一位出色的牧师遭遇了一些来自教会的反对意见，最后证明他坚持的立场

是正确的。尽管他感到很沮丧，但还是在教会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打给我电话说：

“雷，我真的受够了。我不想再受下去了。我能不能休假一年？”我问他：“那你

想做些什么呢？”

“别给我打电话让我做补缺的人，或者任何需要在人前做的事情。我一直想开

卡车。下个星期在亚利桑那州的金曼（Arizona Kingman）将有为期三周的驾驶员培训

班开课。我想参加。”他参加了驾驶学习，毕业后得到了一份长途驾驶工作。他离

开了教会一年，在此期间，他经常给我打电话，放电话时会说：“我感到自己又恢

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我所需要的就是离开教会一段时间。我从心里感谢你。”我能

理解他所经历的一切。

上帝把我创造成一个喜欢与人在一起的人。这对牧师来说是个很好的性格特

征。但是，喜欢与人在一起的人也需要独处的时间。有时，我晚上回家后会告诉妻

子朱蒂三个小时不要和我说话。我只是需要休息。

我经常会在半夜被电话铃吵醒。第一个问题是在黑暗中找到电话。接下来的一

个挑战是在拿起电话时我需要像一个牧师那样说话。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我内

心深处的。我心里想的是：“等一等，我已经服侍人一整天了。主啊，求求你，能

不能让我睡上一觉，哪怕只是一个晚上的好觉？”

一个法国男人在街上推着婴儿车，儿子在车里哭闹着。“伯纳德，请你控制一

下自己，”父亲温和地说，“放松，伯纳德，保持冷静！”

“祝贺你，先生，”一位在旁观看的女士说，“你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婴儿

讲话——平静而又温柔。”女士又问道：“这个小家伙叫伯纳德吧？”

“不是的，女士，”父亲纠正说，“他的名字是安德烈，我叫伯纳德。”

我时常想对凌晨两点的来电者说：“请读两遍《诗篇》37篇，然后再给我打电

话！”但是，我对自己说：“要有耐心，雷。”我们教会的一些人会表现得哭闹、

粗暴、烦人、自私、问得太多、缺乏领会能力，而且经常使用威胁手段。作为牧

师，你需要保持冷静。别忘记你是一个牧者。

如果你蒙召加入这项马拉松式的侍奉中，你就需要坚持奔跑下去。你必须掌握

在压力之下仍保持活力的能力。如何能做到这点呢？《希伯来书》12章开篇以“我

们既有”作为一番对上文总结性的勉励陈词，将我们带回先前的一章，令人敬佩的

一群人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坚持不懈地奔跑。请阅读整个11章。11章一共40节经文，

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信息版圣经》  中描述的关于各种试炼磨难的经文：

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

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

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

学习目标：

论述《希伯来书》11

章的实用性。

������

5. 《希伯来书》11章中的

信心英雄们最值得称赞

之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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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

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

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

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

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

全。（来11:33-39）

他们漂亮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高度的评价。你愿意用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

一切来换取上帝对你的称许吗？看着耶稣对你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

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

“因着信”。这是坚持的关键。以下是关于“信心”的一些说法：

信心是坚持的力量之源。数一数《希伯来书》11章中提到多少次“因着信”。

信心不是一种神秘的观念。信心是一个可靠的事实。你能抓住它，并且将它应

用在你的生活中。

信心是对事实的相信。

信心是相信有关上帝的真理。

信心是相信上帝说的话和他的计划。如此，你就可以将他们应用于你的生活，

即使应许在将来才能实现，但是现在你的期望是正确的。

信心是有实质的，不是空中楼阁。任何信心都与某个事情联系在一起。《希伯

来书》11章中列举的人物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

计划和目的。

前辈们愿意成为上帝计划和目的的一部分，即使那意味着痛苦，却会得到永恒

的生命。自问是否有信心相信我可以融入上帝的计划和目的中，是否有信心相信我

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他呼召我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时刻和理由？

经文教导我们，在侍奉中，坚持是必不可少的伙伴，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有一个

计划和目的，信靠他是坚持的力量之源。唯有信靠他，你才能奔跑下去。

《希伯来书》12章1节描绘出一幅伟大的罗马竞技场画面。竞技场上充满悬念，

也坐满了观众，“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就是在《希

伯来书》11章中那些已经到达终点的前辈们。现在，轮到我上场了。我身处竞技场

上，周围环绕着上帝过去的仆人，他们遭受了苦难、迫害，心中坚守着尚未实现来

自上帝的应许，一直坚持跑到终点。圣灵将接力棒递给我说：“雷・雷切尔斯（Ray 

Rachels），现在轮到你了。”我手中拿着接力棒，看到摆在面前的障碍：有太多需

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可能实现的期望，各种各样的误解和纠纷。我虽然接过了接

力棒，但是，我又把它还了回去，我对上帝说：“上帝，我不行。”

正当我在脑海里重放那个属灵场面时，我想起了见证人彼得被倒钉十字架，施

洗约翰被砍头。我看到司提凡被石头打死时的那张脸。我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

牧师在秘鲁从他们教会被拖出去死在大砍刀之下。他们会对我或者对你说些什么

呢？“快跑！不要放弃！坚持到比赛的最后！”

在罗马的竞技场上设有皇帝的专席，运动员们会向上张望看皇帝是否在那里。

当我们向上张望时，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看到他站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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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举起带着钉痕的手，我们听到他说：“你能做好！我将会与你同在！”

所以，牧师，借着你的讲道引领我们，借着你向群羊作出敬虔的榜样引领我

们。不要丧失勇气，不要灰心失望，不要懒惰，不要自私，不要放弃。撒但最喜欢

的一个伎俩就是让我们以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放弃。在这个世界上，参赛者倒是不

少，但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成功者。

���� 第三节 结语

我将用一些我个人的话结束本课程。本课程探讨的是关系与伦理。到现在，你

已经了解了很多有关我的事情。我是在1962年被正式按立为牧师，因此在这许多年

间，我亲身看到一些牧师出色地坚持到最后，也看到一些牧师半途而废。就我在地

方领导团队的角色来看，我似乎应该对牧师堕落的事件屡见不鲜，但是，每次看到

那些以一个崇高的呼召开始侍奉，最后却偏离跑道的牧师，我都感到伤心不已。

你知道“面包师的一打”是多少吗？在中世纪，如果面包师少找给顾客钱，他

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他们会在12个面包之外再额外

加上一个，而只收顾客12个面包的钱。我这里也给你预备了“面包师的一打”。这

十三件事情是我希望自己早就学会的：

1．上帝对我的呼召是让我归向他自己。

2．坏脾气总是会招来麻烦。

3．很少有什么事情能比拥有一个好朋友更重要。

4．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即使你的动机完全纯正。

5．一个坚定不移的步履艰辛者或许不具备兔子那样的速度，但是，他通常能坚

持到达终点。

6．上帝对其他任何人的爱都不会超过对你的爱。

7．奉献与恩赐有所不同。

8．智慧是一个奇妙的特质。

9．做一个喜爱上帝话语的人。

10．为了团队的利益，放下你的个人主义。

11．人要比事情更重要。

12．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为耶稣而工作。

13．你永远可以依靠上帝。

我希望你把这个列表放入抽屉的顶层，不时地取出来看一看。有时，我们只是

需要一些提醒，让我们想起原本已经知道的事情，帮助我们坚持到底。

当前时代的有效侍奉必须将人引向永不改变的基督。我们的侍奉必须充分考虑

到当前时代的文化，模式、风格和语言。“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来13:7-8）在 

《信息版圣经》 中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从前传神之道的牧师领袖，你们要感

激他们。留心看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坚定的信仰和正直的生活引导你们。我们

应该坚定不移地向前奔跑。因为耶稣没有改变过——他在昨日、今日、明日始终都

是完全一样的。”

学习目标：

指出你将要应用的五

项原则。

������

6. 在“面包师的一打”中

选出对你特别有意义的

一项，并写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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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与一个抵制教会的文化联结在一起需要你我具备

成熟的属灵生命。与人交往的技巧是至关重要的桥梁，它有助于连接你和你的社

区，显明你与基督之间真实可靠的关系。本课程以及你们教会中的指导者将会帮助

你掌握一些更有效的技巧。

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强壮的属灵生命，你就需要深入挖掘上帝的话语。你需要将

你的心向上帝大能的话语敞开，俯伏于上帝的教导之下。你将会发现自己对天父的

爱，那种爱的深切唯有上帝对你的爱才能超过。“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约壹3:1）

对牧师提出的所有建议的正是基于上帝对我们的爱，对你个人的爱。这一基础

是对“你为什么要做牧师？”的回答。这一基础也正是你为何每天清晨起来，不断

努力成为上帝的好仆人的原因所在。

我愿意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祷告作为对我个人侍奉的保护，我也

激励你这样做：

来到基督面前，对他说，主耶稣，如果你接纳我到你的家中，如果你

愿意把我当作你的仆人，我将不计任何条件。将你的条件加在我身上，将

你的要求写下来，命令我做你喜欢的事情，将我置于任何你认为对我有益

的环境当中。让我生活在你的屋檐下，让我作你的仆人，尽管吩咐我。我

已不再属于我自己，我将自己在一切事上都交托给你。

主既会决定让你做什么，也会决定你的环境，他既能指挥你，也能安

置你，不管怎样你都要知足。

主，将我塑造成你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将我安置在你喜欢的地方。让

我成为或金或银或木头或石头或其他任何材料的器皿，无论高低贵贱，

无论精致粗糙，只要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我就心满意足。如果我不能成

为头或眼睛那样比较高贵体面的器皿，就让我成为手或脚，成为我主所有

仆人里面最辛苦最卑微最受人鄙视的。将我的住所安置在卑贱之地，将我

置身于旷野之中。将我的名我的份列在伐木工人、下水工人或者你家的看

门人之中，不管做什么，只要让我能派上用场。我将我自己完全交在你的

手中，将我放在你想放的地方，将我列在任何你愿意的人之中。让我为你

做事情，让我为你受苦，让我为你所使用，让我在你的身旁。让我为你被

高举，让我为你被践踏。让我为你而充满，让我为你而倒空。让我拥有一

切，让我一无所有。为求你的喜悦和心意，我心甘情愿放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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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验

圈出最佳答案。

1. 有影响力的讲道的基础是：

a）上帝的话语。

b）动人的故事。

c）中肯的解释说明。

d）上帝所赐的超凡能力。

2. 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a）财富。

b）坚持。

c）天赋。

d）才华。

3. 牧师表现最出色的时候是当他们

a）从圣经学校毕业。

b）收入很高。

c）站在讲坛上。

d）依靠上帝的话语和圣灵的力量。

4. 根据《希伯来书》12章1节，我们应该如何在基督

徒的比赛中奔跑？

a）勇敢。

b）出色。

c）坚持。

d）喜乐。

5. 忍耐的字面意思是：

a）保持在一种伟大的精神之下。

b）在遭受压力时坚持住。

c）抵制压力继续加重。

d）坚持到最后。

6 根据《罗马书》5章，让我们生出忍耐的是什么？

a）成功。

b）压力（患难）。

c）失败。

d）爱。

7. 在本章中提到的侍奉的压力是下列哪项？

a）对牧师子女来说有来自同龄人的压力。

b）牧师之间的竞争。

c）社区中的流言飞语。

d）小心眼儿的会众。

8. 《希伯来书》12章将基督徒的赛跑比作

a）全速短跑。

b）接力赛。

c）马拉松。

d）长途旅行。

9. 《希伯来书》12章1节的伟大见证人指的是谁？

a）已经到达终点将信心持守到底的前辈们。

b）天使。

c）以后的信徒。

d）世人。

10. 《希伯来书》13章7-8节说耶稣是

a）明亮的晨星。

b）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c）首生的。

d）上帝的羔羊。

��第十五章



170 侍奉中的关系与伦理

单元测验四与期末考试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本自学课程的全部内容。认真复习第四单元的各节课程，然后，回答单元

测验四的问题。完成后，按照学生资料袋里提供的答案检查你的试卷，并且回顾做错的试题。准备

期末考试，复习本课程的学习目标，每个章节的学习目标，自我测验及单元测验。有针对性地复习

各章节内容，帮助你回想起学过的东西。如果你认真复习，并且能够完成学习目标，就会顺利通过

期末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