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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們的話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黃紹權牧師 

  每天的晚上，我都會預留一段時間為所有信徒代禱，祈求主賜

每一位弟兄姊妹有堅忍的靈性，直等到見主面為止。有此禱告，是

由於一句經文常常縈繞在我心中：“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1 ”。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曾兩次記載於馬太福音之中，分別記

載在 10:22 及 24:13，都是主耶穌向門徒親口說的話。第一次使用

是連著“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而第二次使用就是連著

“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這兩段經文都

叫我為每一個屬神的人天天掛心，因為我們從今要遇到的事，性質

都會越來越非比尋常，匪夷所思。 

  讓我們細心去一一了解主耶穌的說話內容及動機。 

  首先是馬太福音 10:22 的記載，正如先前所說，忍耐到底的必

然得救的前設，就是因為信徒將會遇到很多因主名的緣故而受到的

逼害，而且到達一種百辭莫辯，避無可避的階段(10:19-20)，更甚

的情況就是，原來有如此不公的遭遇，是由於家人之間的出賣，看

上去簡直是難以想像，似是癡人說夢，但環顧今天，不少人為求自

保，甚至因私人利益掛帥，於是為了不義的因而出賣本來應該是最

被自己信賴的直系家人。一切事情發生，皆源於“為我的名被眾人

恨惡”。始於遵從主道理而受逼迫，錐心則源於逼害者卻是自己最

親密的人，程度尤如創世記 22 之中上帝吩咐亞伯拉罕獻以撒的痛

楚。 

 
1 ὁ δὲ ὑπομείνας εἰς τέλος οὗτος σωθήσετα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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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來，當信徒正處於一種極大磨難景況的同時，內心必然

非常刺痛。信徒必定會問自己：究竟我仍然需要堅持主的教導行事

嗎？妥協、順從、同流合污、甚至放棄堅守主的教導會不會是一項

更好的選擇呢？人仍在猶疑間，主耶穌就為信祂的人提供了一個警

號：「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耶穌的意思就是：信徒為了

堅信主耶穌，必然落在這種屬靈矛盾之中。那麼我們又要再問：這

等預知情況下我們還值得繼續堅持信下去嗎？  

  另外，在馬太福音 24:13 之中，末世更是一個無理自私的世

代，因人禍、天災與及饑荒連連，假敬虔泛濫，無緣無故

(lawlessness)的災難屢屢發生，尤其是在這世代中的信徒，我們會

在荒謬的情況下因堅守主的名而被萬民恨惡，甚至會被殺害。而在

神家之中，開始有棄信潮(24:12)發生，主耶穌的“忍耐到底的必然

得救”勸諭又再次發出來。 

  弟兄姊妹，我們已步入了一個不能再可以用常理去理解的時

代，作為真正屬神的子民的應世選項只有一個，就如羔羊被屠夫屠

殺，我們似乎都是打定輸算一般。可是，想深一層，我們的遭遇又

很近乎主的遭遇。那麼主耶穌又是不是輸家呢？ 

  若果我們是一個不信主的人，我們便會認為主耶穌是輸家，而

且祂輸得澈澈底底。若果我們是一個真正全心信主的人，我們便不

會認定主耶穌是輸家，反而是我們今天生命生活的模範，而可以能

夠支撐我們繼續走下去而又不失信於主，就只有神聖靈的幫助。不

是幫助我們消災解難，而是有屬靈智慧有勇氣地作出配合神的行

動，就如馬太福音 10:19-20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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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

必賜給你們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乃是你們父的靈在

你們裏頭說的。” 

“Whenever they hand you over for trial, do not worry about 

how to speak or what to say, for what you should say will be 

given to you at that time. For it is not you speaking, but the 

Spirit of your Father speaking through you.” 

  我沒有更多消災解難的意見可以從聖經中提供給大家，事實上

聖經也沒有說信主是一條在世活著的消災解難出路，聖經只說福音

是為人提供走出罪捆鎖的唯一出路，但這條路絕非無災無險之途。

或許在這個時候那些“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人會向我們發出叫人折

服的“建議”：「妥協吧！為何仍要堅持，自討苦吃呢？」這些正

在不斷煩憂著每一個信主的人的心的信息，試圖磨滅我們堅信主耶

穌的心志，但請記著主耶穌的話：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話仍然

是一直有著效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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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分享 (主席) 

天國和神的子民 ── 黎炳鍵弟兄 

   

  究竟天堂是甚麼樣子？曾幾何時，香港被譽為「美食天堂」，

因為不論來自五湖四海，任何人可以在當時的香港找到滿足口腹的

美食。「美食天堂」尚且如此，那既屬於父上帝、又滿足屬祂的人

的「天堂」（或「天國」）會是甚麼模樣呢？雖然我們都是基督

徒，但因為各自生活處境不同，我們的想法、取向和處事手法大有

可能是南轅北轍，究竟一個怎樣的天堂能滿足我們呢？更重要的

是，這個天堂亦必須合乎上帝的心意！這樣看來，「天堂」的而且

確是一個非凡的地方！ 

  在求學時期，有一位神學生相約我和另外兩、三名學生，逢星

期四下課後有一段分享、禱告的時間。其中一次分享，神學生問：

「你們心目中的『天堂』是怎樣？」我們都表達了各自對天堂的想

法，當中有人認為能進入天堂的都是信主的人，所以那應該是一個

滿有愛和溫馨的地方；但亦有人認為，相對混亂的世代，天堂卻是

一個寧靜、可專心聆聽上帝聲音的地方。縱使基督徒都信同一為上

帝、讀同一本《聖經》，我們對天堂，甚至其它事情的看法是有頗

大差別！ 

  也許有人問，「《啟示錄》不是對『新天新地』有所描述

嗎？」不過我們要注意，約翰在《啟示錄》是運用了他和當時讀者

都有所共識的意象來形容「新天新地」，因此，沒有合適的解釋便

將這些意象來了解天堂的環境的話，也許不太恰當。這樣來了解天

堂的話，結果可能只是也只是一大堆「想當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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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只是天堂，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對每件事物都有一套「理想」的

睇法，那管是事業、愛情、家庭，或宏觀的社會環境、環球局勢、

以至教會，我們都抱有理想、抱有期望。人們總冀盼有一天存在於

內心的理想世界會實現。這樣看，其實我們心目中的所謂「天堂」

也只是我們的理想和期望的延伸而已。 

  經歷了兩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不知不覺間，我們對事物的看法

亦有所改變。原本我們期望疫情很快過去，一切將要變回「原

狀」。(2003 年，俗稱「沙士」的「非典型肺炎」不是只持續了幾

個月嗎？)但當新冠確診人數持續增加，我們變得害怕接觸別人，害

怕外出。原本我們估計在數月內包括教會的公共場所會重開，但關

閉久了，也因為考慮衛生安全，沒有真正教會聚會亦不會覺得不自

在。原本眾人渴望恢復的「原狀」，現在都變得不重要了。在其餘

的生活層面也慢慢改變了，例如從前的「購物」和「出外用膳」，

現在某程度上被「網購」和「外賣取代」。兩年的抗疫、防疫似乎

在這代人的靈魂留下永不磨滅的傷痕。 

  兩年疫情帶來了轉變，但轉變不是問題，因為轉變不一定是壞

事，《聖經》也有提醒信徒要「心意更新」呢。因此，重點是轉變

的方向是更貼近上帝純全可喜悅的旨意，而不是有否轉變。在新冠

疫情之前，也許我們滿足於信了耶穌、返返教會，閒時上查經班，

好好沾一點兒「屬靈氣息」吧！正如電影《我的超豪男友》(Crazy 

Rich Asians)中，楊紫瓊飾演的富豪太太 Eleanor，也有一幕是她

和一班「闊太」查經呢！然而，當疫情出現之後，再沒可能返教會

了，我們的生命是否仍可繼續親近父上帝？這些衝擊能否令我們更

加明白自己的光景而更願意完真心相信、依靠神？從而能活出更符

合「天國子民」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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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屬父上帝的人，心意也與父上帝的屬意貼近。所以，一個

可以滿足眾人的天國並不是不可思議，信上帝的人不再是嚮往靚

人、靚風景、和美食；也不只滿足於雄才偉業、美滿家庭；但卻渴

望上主的大能在地上完全實現。這樣看來，耶穌教導禱告要「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並不是單純外在的天國降臨，也指攝信徒內在

「心意更新」迎接新天新地的來臨。在這亮光下，我們要快快放下

抱持「原狀」的固執，並放棄世界虛幻的假希望，並趕快「心意更

新」迎見上帝的國度，做一個與「天國子民」身份匹配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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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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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教會主題 Church Theme： 

“作個堂堂正正的神國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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