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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回應愛的回應愛的回應愛的回應 

 

在成聖過程中，我們每天被聖靈更新以至成為聖潔，這是一件尚未完成的工作，

但正邁向完成。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a 說：「弟兄們，我還有話說：我們靠著主

耶穌求你們，勸你們，你們既然受了我們的教訓，知道該怎樣行可以討神的喜悅，

就要照你們現在所行的更加勉勵。你們原曉得，我們憑主耶穌傳給你們甚麼命

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上帝在基督裡的義，使我們與上帝一起時得着一個正確的身份。根據聖經，因着

耶穌的血，我們都成為聖潔的人。成聖化是需要每天去思想和實踐剛才所提到

的，這樣，我們便會在思想、言語及行為上變得越來越似耶穌了。 

 

弟兄的愛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放縱私慾的邪情，像那

不認識神的外邦人。不要一個人在這事上越分，欺負他的弟兄；因為這一類的事，

主必報應，正如我預先對你們說過、又切切囑咐你們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4:4-6） 

 

換句話說，不要使你的弟兄或姊妹受屈。再加上，上帝正守望着他們。當你閱讀

第 7-9 節經文時，你便能明白這句說話的重要性：神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

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所以，那棄絕的，不是棄絕人，乃是棄絕那賜聖靈

給你們的神。論到弟兄們相愛，不用人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自己蒙了神的教訓，

叫你們彼此相愛。 

 

若我們使一個弟兄或姊妹受屈，我們便使上帝受屈，因為上帝視他人如同衪自己

一樣。 

 

在馬太福音廿五章裡「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

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

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你

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

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我必須明白若我使我的妻子或孩子受屈，我正是使自己受屈。若我使你受屈，我

正是使自己受屈。不單如此，我還在使上帝受屈。所以，我的動機必須是…我想

去取悅我的主。 

 

我不希望我自己有破壞關係的想法：「我們不會再走在一起，因為我不喜歡他們

所去的地方，而他們亦不喜歡我所去的地方，儘管他們和我都是基督徒。」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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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某處呢？我想到上帝那裏去，可是，你不能到上帝所在的每一個地方。在

你被領到上帝所要去的地方（不論何處），讓你自己好好紮根下來吧。 

 

上帝的愛是在乎關係的。衪經常建造橋樑，而不是摧毀它們；衪時常觸及和關懷

每一個人；衪又永遠不會堅持己見及干犯別人的意願。上帝已賜給我們一個選

擇，衪並不會干預我們的自由意志的。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別人較自己為重的重要性。我曾這樣想過：若我不告訴某

些人關於某事，他們會因著他們的不知情而受到傷害的。然後我又開始想：「或

許，他們並不需要我的幫助，因為我從沒看見上帝會強加幫助於任何一個人身上

的。」 

 

耶穌獻上自己是因為衪愛這個世界，衪從沒要求我們去跟從衪，相反地，衪說：

「今天，我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祝福和咒詛，生命及死亡；選取生命吧。」換言

之，「我愛你們，我勉勵你們要因此站立得穩，這是我的愛所賜給你們的，因為

那是可使你們得着生命的東西。我不會強迫你們，把你們强拉進去的。」願榮耀

歸與上帝，我逐漸明白這真理了。 

 

幫助他人 

真正幫助人的會是甚麼呢？是愛心將會幫助他們。然後，當他們開始認識我的時

候，便知道我是持守着甚麼。對於這些事情我無需刻意說出，我相信耶穌寶血的

救贖；我相信上帝的聖靈會使人說方言；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因耶穌的名得醫

冶；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因耶穌的名得拯救；我相信基督徒是能勝過魔鬼，並可

從牠們手中釋放開來；我相信思想、言語及行為的聖潔；我相信靠著上帝在我裏

面的能力，使我足以嘗試去活出這種生活方式－它正在發揮作用。我需調校我的

心和靈，讓它們與上帝同心，同行。 

 

因著上帝的恩賜，並藉著恩賜，使我能行道榮耀上帝，，我不可為此而歸功給自

已。可是，上帝向我顯明的大部份事情，本不打算公開的，但是，我把這些事情

公開是為了使人歸正。我真心想幫助别人！箴言 16:2 說：人一切所行的，在自

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當然，每人都想作別人的幫助。上帝願意幫助這些人，但

假若我們真的去幫助他們，我們就必須依照上帝的方法而行。 

 

上帝的方法是怎麼樣的呢？我堅信若他們需要幫助，必有足夠的光映照出來（而

人們便知道我所持守的、我所信的是甚麽），他們就會走近並得着它。 

 



Love’s Response Chinese T        Page 3 of 9 

我們不需到處毛遂自薦，因為我們所相信的是神聖的醫治。有些人不明白為何我

們不走進醫院，按手在（或代禱）他們身上使他們離開那裏。 

 

很多病人根本就不信，而我亦不願到處成為人見人怕的人，因為這不是愛。可是，

我知道每一個被我們按手的都有機會得著醫治，因為我曾看見這樣的事情。這本

小册子沒有足夠的空間去記述所有上帝為人所作而又成功的奇妙事蹟。上帝是信

實的，衪定意執行衪的工作。感謝上帝！讓我們在這世上，能在祂的聖工上，享

有參與和執行的福份。（約 14:12） 

 

有一天，上帝治好了一個左耳是聾的婦人。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一個雙耳皆聾的

婦人亦被冶好。（信心是會傳染的） 我們經常看見骨胳與關節得醫冶，亦看見上

帝治好人身體的每一個部份。有另外一個婦人，無論她何時開口她的下顎便會移

位，所以，她不能說出話來。但上帝便使她在禱告行列中得着醫冶。她究竟做了

甚麼呢？讚美主，這正是上帝想要她做的。這樣，主在禱告中觸摸她以後，她便

能經常讚美主了。正當我們禱告的時候，上帝便治好了她。願榮耀歸與上帝！ 

 

愛將人們拉近，若你以愛和體貼別人、看別人較自己為重，及側重他人多於側重

自己等去讓耶穌的光映照出來，那麼，你便不需掛慮上帝會不幫助他們了。 

 

「沒有人擁有比這個更大的愛，就是一個人願意為朋友擺上他的生命。」上帝稱

衪的敵人為朋友，這就是衪做事的方式。衪轉化我們的關係，我們開始從另一個

角度去看別人，我們不再看他們為未信者，因為耶穌也是為他們所有人而死的。 

 

據聖經記載，救恩是給所有人的，我們只不過是在等候他們去接受上帝早已為他

們預備好的救贖、醫冶和聖靈的澆灌。這便是我們如何去幫助他人了。 

 

我亦不想懷著激情四處奔走，只是等待有人前來，給予我沒有要求過的忠告。在

以往的日子，我曾因對他人說了這些話而被人認識：「我感謝你對我的愛心與關

懷；多謝你，但我卻沒有要求任何幫助。」 

 

讓我告訴你，有很多次我都錯了。但另一方面，或許上帝在我裡面是另有旨意，

使我必須依照衪的方法行事。他們說的很可能全是對的，正正是我要聆聽的，但

在那個時候或許我不願去聽。我們必須以耐心彼此相待，上帝便會使我們一起得

着能力，使我們願意聽取和接納從衪而來的一切。 

 

你可能會說：「我要向這個世界宣告，我已被主的熱情熔化了！」不錯，但為何

不先考慮這個？先用靈去為那些你察覺到他們帶著的需要禱告，那不是更好嗎？

在你與他們對話之前，讓上帝先處理他們的心。「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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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任何的牧師。我以耶穌之名去拒絕，若我看見事工裏或個別人士的某處地

方出了亂子，我內心定意去為他們禱告，不論他們是誰。 

 

我會祈禱，我會全心地祈禱，因為我無權去論斷，所以，我相信上帝是會作出改

變的慢慢地說，慢慢地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 1:19-20） 

 

我必須站在別人位置上去想，那是看別人較自己為重的一部份。我問自己：「他

們要我對他們做些甚麼？他們希望我如何回應他們？」當我這樣做的時候，便可

讓上帝介入那環境去做點事情。當我用這個方法去對待他人時，我曾經看見上帝

作出那美好的事。 

 

全心地禱告 

多年前，我在心中立下意向，我仍在努力讓它在我裡面成全。那意向是去拒絕談

論別人的負面事情和批評任何人。你是沒有論斷的權利，因為我們只得一個審判

官，只有一個頒令者。假若你在說人的壞話，那麼你便要受審判了。（雅 4:11-12） 

 

我相信我們從來不應走在一起去談論別人。若我發現別人的問題，我不會讓他們

知道，因為愛心遮蓋許多的罪，我會把它納入禱告中。 

 

當我祈禱的時候，我期待事情會改變。我知道如何去相信上帝，而你亦知道如何

去相信上帝，那麼，我們便每天都在進步中。這樣，我們便可期待大山會被挪開

了。（可 11:22-26） 

 

在禱告中，我的意見不須時常與人一致，而你的意見亦不須和我的一致。若你在

你丈夫或妻子、孩子或鄰居身上發現了問題，為這些問題祈禱，與上帝一致，以

方言禱告。我是一個用方言禱告的擁護者，你會得着上帝完美的旨意、完美的工

作及完美的果效的。（羅 8:26-28） 

 

以往，我做事的方法是頗為不同的，我相信上帝已向我展示了一個更好的方法。

我相信今天，若我們各人把這個方法實踐出來，我們就會看見上帝的能力進到耶

穌的身體（教會）裡去。上帝的愛會大大的彰顯，使街上的人也走進來，臉伏於

地，希望耶穌進入他們心裡。如耶穌說：「無論他們身在何處，他們都看見上帝

的愛在衪的子民當中。」 

 

愛心與關懷 

不因為一人在一所教會聚會而自己卻在別的教會聚會而使我們有甚麼的不同，我

們有同一位耶穌，我們有同一位上帝，我做事的方法與某些人不同，但我不會逼

使他們行我所行的或批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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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憂慮，上帝對我們所行的還沒有完結，衪每天仍在走動、工作和愛着。當我

們在生命中為主多建造一個地方，衪便會將我們拉近並把事情成就的。衪渴望得

著我們，而不是要重罰我們。 

 

我不知道有沒有任何一對夫婦走在一起是因為以往他們是以武力使對方屈服，而

說出：「你將成為我的妻子。」或「你將成為我的丈夫。」 

 

相反地，這才是一個男子娶得妻子的方法：「我希望成為你的丈夫，我愛你，我

關心你。」同樣地，耶穌希望成為我們的主。衪愛我們，衪關心我們－如此的大

愛，衪為使我們得着生命並活得豐盛，而獻上自己。衪尋找我們，並每天把我們

拉到衪面前。 

 

每天，我都發現我生命中有些地方，仍然停留在一個又小又暗的儲物室裡，聖靈

會走進來把燈開着，衪永遠不會忿怒地說：「立刻離開這裡！」卻以愛心温柔地

說：「那樣不會幫到你的！」正當光要亮起時，我想：啊，上帝，寬恕我，是我

錯了！ 

 

衪不用差一個先知來告訴我：「你生命中出了亂子。」那信息是給那些對上帝和

衪的道已硬心的人的。 

 

感謝上帝賜我一個可愛的妻子，因為妻子是我們的至親，她們能看見我們所有的

黑暗角落。我為擁有一個能替我禱告而不是絮語不休的妻子而感謝上帝。讓我告

訴你我會如何對付這些人，我會替我的妻子禱告，她又替我禱告，我們都會為對

方去代禱而原諒對方。指責和攻擊就會減少，願上帝賜福！ 

 

禱告是有力得能改變這個世界，我們應開始彼此代禱。若我們看見別人的錯失，

我們就不期然地去想：「我有解决方法，我會去告訴他們。」可是，驕傲經常會

成為我們的動機。那不是幫助，而是驕傲。我們需要被上帝的靈帶領。 

 

有時，我們告訴別人那些上帝向我們展示關於他們自己的東西；有時，我們並不

作聲。願主引領！祈求衪幫助你。（雅 1:5-7） 

 

根據新約記載，沒有人從主帶來話語（那是來自主的話語），除了那已在聽者心

裡的。我所做的是去證實上帝放在人心裏的是甚麼東西。這是重要的。換句話說，

上帝以某種方法去對待一個人，然後又以話語來引證它，這話語是鼓勵和堅固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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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看見上帝走近人身邊，然後說：「你正要滅亡了。」除非為豎立更好的建

築物，上帝是永不會拆毁的。被壓傷的蘆葦真的不會折斷。（賽 42:1-4） 

 

誰可以砸裂石頭？（我稱固執、反叛的人為石頭。）上帝就可以。（詩 18:22-27） 

你卻不能砸裂或改變它們。 

 

我發覺若人自願讓魔鬼進入他們的生命，我是沒有能力驅走牠們的。耶穌自己沒

有到處呼召人來信衪；衪讓衪的光為上帝而發，而誰需要幫助的，便走到耶穌跟

前。唉，但那些活在魔鬼國度下的人們，有沒有走來呢？ 

 

你不須告訴人：「好，將你的生命擺上吧。」上帝的靈是會這樣做，所以我們要

分擔和幫助他人作出改變的。這是為甚麼你會看見，人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走

向祈禱行列去尋求幫助呢。 

 

有時，人會變得苦惱：「我不想到那裏去，不知別人會怎麼想的？」誰理會他們

想甚麼呢？ 

 

用愛伸展出去 

一次，我為一個人禱告，上帝給我看見一棵洋薊。（我並不喜歡洋薊－或許是因

為我沒有給它們一個機會。很多時，我們憎恨某人或事是因為我們不曾給予他們

一個機會。你總不知道，你可能會愛上他們的。以前，我媽媽為她所煮的食物說：

「試試看，你或許會喜歡的。」） 

 

在這個例子中，主正在替一個洋薊削去它的外層直至中心。衪在人的生命作着同

樣的事，衪正削去他的外層，因它沒有太大的價值，然後衪向他的內心推進。衪

這樣做是因為衪要用衪的臨在、衪的聖潔及衪的神性去充滿那人，然後上帝的力

量便能進入。 

 

我們必須除掉所有的帕子，或那嘗試去遮蓋上帝完美工作的真正果效的自我。我

們必須放下忿怒、恐懼、恨意、疑惑、爭鬥、要求別人滿足自己的完美主義或把

自己的重要性凌駕於別人之上而使我們可以突出自己等的傾向。 

 

若我們定要拆毀別人，你根本是對自己沒有信心，你這樣做只不過是出於沒有安

全感。當我認識到上帝是在我裡面而我是聖潔的，我便得着能力，我擁有上帝的

生命，在上帝眼中我是非常獨特和蒙愛的，我不須到處的去拆毀別人。 

 

你明白那是如何發揮功效的嗎？主對你的愛比你想像的多。當你看見其他人（信

徒或未信者），你應該看見誰？…耶穌。加拉太書 6:10 節告訴我們要對眾人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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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對信徒一家的人。我們要以愛心對待每一個人，是因為上帝也是以愛心對

待每一個人的；衪讓雨水降在義人身上，也降在不義的人身上。衪同樣的愛每一

個人－上帝是不偏袒的。（太 5:43-48） 

 

上帝愛我不會少於衪愛你，我為此每天的感謝上帝。幫助他人不會叫你變得自

負，它說：「我會把我的愛延展至那人身上，就在他們那裡。我會接納他們現有

的一切，我不會嘗試改變他們。我會愛護他們，而上帝亦會在他們心裡動工。」

我不會責備他們的言語或行為的。 

 

人對待自己是夠嚴厲的了，不要說我的到來使事情變得更差。有這麼多我相信上

帝的靈正使他們退役的果子檢察員，現在請聽我說，我是沒有責任到處檢查你在

主裡的屬靈果子的，若任何人會這樣做，我便這樣做。上帝已在衪的事工裡委派

我作一個職事，那就是監察了。 

 

你會發覺上帝也讓你知道，你如何運用衪早已賜給你的權柄來使你得着衪的果

效。耶穌，為你對那些被擊打和受傷害的人的恩慈感謝你！他們用不着別人對他

們說：「你看，我先前已告訴你，若你作出你所作的事，麻煩便會出現。」 

 

看看這句句子中的「我」字，你便會明白那顆心確實是在那裏。那不是上帝的愛，

因為上帝的愛說：「你就在這裡，我愛你，讓我們帶你離開這裡吧。」你們收拾

後便一起繼續前進。 

 

我不會毁謗其他的牧師或事工，我亦不會毁謗你或我自己，因為我並不相信毁謗

這回事。上帝禁止人這樣做，因為你這樣做便會限制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和力

量了。 

 

由恐懼中釋放出來。你可在上帝賜給你生命的時日大聲呼喊：「我由恐懼中釋放

出來了。」而我相信那至少有 70 或 80 年（詩 90:10），或無論耶穌何時回來。當

你由恐懼中釋放出來，你便可看見上帝照耀的光正從你面上發出。你不需自覺，

因為你知道耶穌已為你成就了，衪把你的恐懼除掉。（詩 34:4-6） 

 

若你每天踐踏同一株花，它是不能開花的；人亦不能在信仰中成長，若我們經常

去批評他們，及對他們說他們的信仰在某處出了問題。將時間專注在他們所做那

已取悅上帝的事情上。當我經常這樣做的時候，上帝是會看顧餘下所有事情的。

下一件你知道的事情，便是一朵向着上帝榮耀長成的美麗花朵－衪的話語，衪的

巧工。 

 

「神召我們，我們原是衪的工作。」（以弗所書 2:10） 我們是上帝的巧工。我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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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希望有一天我在上帝的跟前站立，祂帶着愛意的看着我，說：「孩子，你真是

愛我的子民，你以愛活出及宣講我的真理！」 

 

我不相信上帝的工作能被攪擾。它會被我們的不順服拖慢，但腓立比書 1:6 節說：

「在我們裏面開展善工的是上帝，當我們趟開心扉讓衪進入時，這善工得以完成

及完美也是上帝。」我們要使自己不成為上帝的阻攔；我們要叫我們一切的固執

和悖逆消失；我們要打開心房讓上帝的一切進去，然後去得着它。 

 

若你看見一個弟兄或姊妹跌倒在路旁，跑回去，跑回去，跑回去。若這表示回到

那裏並幫助他們，請立即去做，好嗎？你不是對信仰作出妥協，而是使你的信仰

發揮果效。信仰是怎樣發揮果效的呢？發揮信仰的果效是用愛的。（加 5:6） 愛

說：「我不會讓人跌倒，我正要與他們站起來。」信徒與非信徒也是一樣，上帝

是愛衪的子民的。 

 

有時，人跌倒是因為他們自願選擇悖逆上帝的話語。我們及上帝都不能幫助他

們，直至他們立意去順服上帝。我們不能照顧他們，但我們可為他們禱告及不要

放棄他們。若他們不想見到你的面，尊重他們的意願吧，但不要放棄。 

 

不要干預 

有兩個人來到耶穌跟前，其中一人說：「主人，我想和你到我的兄弟那裏，幫助

我們分我們所得的遺產。」耶穌望着他說：「誰任我作你們的審判官呢？」換句

話說，「你和你兄弟正做的事與我何干，回到你兄弟那裏，你二人私下解决吧。」 

 

箴言 26:17 節這樣說：「過路被事激動，管理不干己的爭競，好像人揪住狗耳。」

很多事情都只是人私下的事，與別人無關的，不要被捲入別人的漩渦當中，不要

做一個好管閒事的人，把自己牽涉入與你無關的事情裡。 

 

你會將這事傳開去嗎？「某人做了這事，你是否知道呢？」說長道短是一個魔鬼

的伎倆，成為屬靈的障礙，也是妨礙上帝工作的阻攔。 

 

下一次，當我們留意到一些關於別人的消息時，我們該怎麼辦？禱告！你從來有

沒有感到詫異為何耶穌說：「你們有耳的就當聽，讓他們聽！」我不願任何人讀

完這本小册子而沒有「聽見」寫在這裡的信息－不單只聽，還要把它實踐出來。 

 

我們正面對的是上帝的真理，鑒察你們做得對與否，不是我的責任；我的責任是

去傳達，然後，你們的責任便是把你們所聽見的實行出來。 

 

上帝的愛使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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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見別人的過失便應該祈禱，然後每天因你可為別人代禱而感謝上帝。這就

是那愛上帝的信仰發揮作用了，你是會看見果效的。我們曾經替人代禱，因為我

清楚你們也這樣做過，而不需良久他們已在主裏成長起來，他們甚至不知有人曾

為他們代禱這回事。 

 

上帝把人拉近衪自己，而衪所用的方法是我們永遠不能想像的。當你向人實踐你

的信仰那一刻，或祈求上帝的能力進到他們的生命裡時，上帝便開始感動他們、

愛護他們和改變他們，祂開始將他們拉近自己。 

 

可是，改變並不是重點，上帝的愛在我們之間流通才是重點。改變是會出現的！

因為，那些被上帝感動的人將會得着改變。 

 

很多人進入婚盟是希望他們會改變對方，但當人知道這只不過是你自己的意願

時，他們是不會改變的。若真的有任何改變，就只是他們的老我變得更加牢固罷

了。若我們所愛的正是他們的現况，上帝便會由內裏作出改變，而甚至他們亦不

察覺所有在他們身上發生的（因為它是這麼奇妙的）。他們會想：榮耀歸與上帝，

上帝為我做這一切，我是這麼感激。上帝的愛發揮了果效！ 

 

 

© 1983, Dr. Randy Brodhagen, Glory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