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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2021 主日信息：活出生命的影響力 - 高約瑟牧師】 

經文：馬太福音 5:13-16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資訊的主題是：活出生命的影響力；我相信大家最近都會對

美國社會的不安定，還有對美國道德風氣的敗壞感到非常的失望，幾天前，我從 ABC的新聞報導

聽到這樣的一個消息，就是我們很多弟兄姐妹所居住的 Orange county 的種族仇恨暴力事件，從今

年的一月開始竟然暴增了 10倍之多。我不曉得你聽到這樣的消息，是不是會感到非常的不安，很

多政府最近所做的決策不只是違背真理，更是荒謬無稽到一個地步，令人覺得不可思議。這也難

怪最近百姓對執政黨的信心已經跌到了穀底。你對這一切的現象，是不是感到非常的無奈，感到

無比的憂心呢？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基督徒應該有一個使命，基督徒不只是不受環境左

右，基督徒應該要影響環境。基督徒的使命是要喚醒社會的良知,要扭轉社會的病態，基督徒有個

使命就是要改變我們所處的這個世代。到底我們這群神的兒女要如何能夠發揮生命的影響力，來

達到這一些的目的呢？讓我們一起來看這段經文：馬太福音的第五章 13節到 16節，這裡告訴我

們說： 

 

經文：太 5: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

人踐踏了 14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15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臺

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16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

們在天上的父。」 

 

我相信這段經文，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這段經文在耶穌講話的時候是有一個背景，那

個時候耶穌已經走遍加利利，祂醫病、趕鬼、行神跡，並且傳福音，以至於耶穌的名聲就已經傳

開來了。就在那個時候從各地有很多人要來找耶穌，他們帶著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目的。所以在

第五章的第 1 節這裡告訴我們：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 2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這裡

的“他們”很顯然就是耶穌身邊的門徒，同樣的耶穌今天也要對我們這群基督徒說話，到底耶穌要

說什麼呢？耶穌所說的這一段話，也就是聖經學者所歸納出來的：登山寶訓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寶訓一開始，耶穌就說出八福的生命；也就是什麼樣的人是有福的。接著耶穌就說了鹽和光

的比喻；事實上，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密切的關係。我們曉得八福的生命，比較著重的就是信徒內

在的本質，也就是我們屬靈的品格。而鹽和光的比喻，就強調了信徒外在的表現，也就是我們裡

面生命的彰顯。八福的生命，是在告訴我們，人與神的關係，但是鹽和光的比喻，就提醒了基督

徒我們對人的影響，我們對社會的影響，我們對環境的影響，我們是世上的鹽，我們是世上的

光。無可否認鹽和光都是生存的必需品，這個世界不能夠沒有鹽，不能夠沒有光。同樣的，這個

世界不能沒有基督徒，換句話就是，基督徒就是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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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今天我們不是要問為什麼這個世界會變成這個樣子，為什麼美國會越來越走下坡，我

們要問的問題是，我們這一群基督徒到底有沒有發揮鹽和光的功能？到底我們這群神的兒女，有

沒有真正的活出我們生命的影響力？到底如何才能夠活出生命的影響力呢？今天我要強調的就是

我們是世上的鹽，以後我再講我們是世上的光。在這段經文我們可以歸納成三個重點： 

 

1. 我們身為世上的鹽，我們應該要「認識鹽的價值」；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夠知道耶穌說你們是

世上的鹽這句話真正的意義，這句話所隱藏的真理。 

 

2. 我們必須要能夠「回應神的呼召」；神不只是揀選我們成為天父的兒女，讓我們等著上天堂，

神把我們留在世上是有個目的，神要讓我們能夠進入世界、影響世界、改變這個世界。 

 

3. 我們必須要「使人渴慕基督」；我們知道鹽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那個功用就是要叫人乾

渴。同樣的，基督徒無論到哪裡去都要發揮鹽的作用，就是讓人渴慕；渴慕基督、渴慕基督的救

恩、渴慕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們才可以徹底的改變這個世界。今天我們就要從這三點來思想：基

督徒如何活出生命的影響力。 

 

1.  認識鹽的價值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13節說：「 你們是世上的鹽。」 如果我們不仔細的去思考這句話的意

義，我們會錯過耶穌所要傳遞重要的真理，尤其是在今天「鹽」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東西，我們幾

乎可以垂手可得。更何況現代人從飲食的角度來講，鹽幾乎被貼了個標籤，是一個不健康的東

西。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對鹽有負面的解讀。很鹹的東西會讓我們聯想到薯條、洋芋片這種垃圾食

物。可是我們必須要用耶穌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來讀這段經文。當門徒聽到耶穌說這句話的時

候，他們的感受絕對是迥然不同，他們一定會受寵若驚，他們甚至會自覺不配。因為他們會想到

自己只不過是一些漁夫，只是一群市井小民，怎麼可能會成為世上的鹽呢？ 

 

耶穌說這句話的意思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你們是世上的鹽”要告訴我

們，基督徒有崇高的價值，我們對世界是非常的重要，我們的生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今天我們

就是很簡單的用飲食的角度來思想鹽；你都會知道，事實上我們每一天對鹽有很大的依賴，不知

不覺我們每天吃了很多的鹽。如果很有些食物裡面沒有鹽的話，幾乎是難以下嚥。難怪約伯記的

第六章，第 6節有這麼一句話，他說：「 物淡而無鹽豈可吃嗎？」如果把這句話延伸，我們是不

是也可以這麼說：世界如果沒有鹽，還可以生存嗎？如果美國沒有基督徒，美國還會有前途嗎？

今天我們必須要能夠思想，我們常常會對政府失望，可是你知道嗎？如果真正地上沒有基督徒，

我們就會落入全然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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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鹽有多重要呢？我們可以從一個英文字來做思考，那個字就叫做： Salary 也就是我們常常講

的工資，或者是我們的薪水。事實這個 Salary 是從拉丁文的 Salarium 衍生出來的，Salarium 這個

字就是當時羅馬軍人得到的津貼，那個津貼就是用鹽來給。所以字首就會有三個字 SAL 這就是 

Salt 他們就是用鹽來當作他們的薪資，當作他們的津貼。你可以想想看，鹽有多麼的重要，一個

上班族薪水對你來講有多重要，鹽對這個世界就有多重要。如果一個上班的人，拿不到薪水就沒

有辦法生活。同樣這個世界若沒有鹽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好好的過日子。我們必須要思想，鹽

是有崇高的價值。 

 

如果你想知道鹽崇高的價值，你可以去 Google一下就知道了。Google會告訴你鹽有 14,000種的

功用。很多的用途我們都沒有想到，但是事實上鹽就有這麼多的用途。在我們生活中，至少有三

樣東西我們不會錯過的就是：第一、鹽可以調味；基督徒就是世上的鹽，換句話就是說，如果這

世上沒有基督徒的話，可能會有更多的爭端，沒有人來調和。鹽的第二個功能是防腐；尤其是在

沒有冰箱的那個時代，它防腐的功能是非常的重要。換句話就是說，今天世上若沒有基督徒的

話，很有可能道德會更加的敗壞。鹽第三個功用、很重要的功用就是消毒；如果這世界沒有基督

徒的話，罪惡會更加的泛濫。 

 

今天我們必須要能夠知道，我們並不是因為被耶穌稱為世上的鹽，就在那裡自我陶醉，在那裡沾

沾自喜。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耶穌說這句話的意思，對我們來講有什麼樣特別的提醒，有一句

英文叫做：You are not worth your salt.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你不配得這些鹽。 你不配得拿你的工

資，因為你不稱職，如果你的老闆對你說這句話，你要小心，不然你很有可能會捲鋪蓋。耶穌並

不是這樣對門徒說，耶穌絕對不會說你不配得稱為鹽，耶穌直接說：「你們是世上的鹽」。而我

們這一群基督徒應該要常常自省，到底我們稱不稱職，到底我們有沒有沒有真正發揮鹽的作用，

我們有沒有發揮鹽的功能，我們有沒有發揮影響世界的這個力量呢？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

鹽 」 就說出主耶穌對我們的期待。 

 

主耶穌期待我們要來改變我們的這個世代，事實上不只耶穌對我們基督徒有期待，就是這個世界

上的人對我們也有期待。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說：哪有一個基督徒是這個樣子。就算那個人不信

主，他也可能會這麼說：那個人一點都不像個基督徒。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那些世界上的人，

對基督徒會用更高的標準來期待我們、來要求我們。我們從來不會聽到有人說：那有這樣的無神

論者。但是他們會說：哪有這樣的基督徒。曾經有一個故事，就是一個學生在考試作弊的時候被

老師發現，結果他就被懲罰。當他碰到他一個好朋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學，他就對他說：都要怪

你。那個同學非常的無辜說：為什麼？你作弊跟我有什麼關係？他說：我跟你是好朋友，而我知

道你是基督徒，你對我都沒有正面的影響。雖然這只是一個故事，但是故事提醒我們，很多人對

基督徒有很高的期待。今天我不要忘記我們是世上的鹽，我們必須要能夠瞭解我們的價值，我們

必須要知道我們的影響力，我們要能夠知道這個腐敗的世界正等待我們去改變。我們要能夠活出

生命的影響力，我們必須知道鹽的價值。我們還必須要回應神的呼召。 

 

2. 回應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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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入世的呼召；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 我們要仔細讀這段經文，耶穌不是說：你們是

鹽，不只是如此；耶穌也不是說你們是聖殿的鹽；耶穌也不是說你們是教會的鹽；你們是同工會

的鹽；你們是小組團契的鹽；沒有錯，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些都是在世上。可是耶穌在這裡講的是

一個更大的範圍，是這一個廣大的世界。今天我們是世上的鹽，如果鹽要發揮作用的話，是要在

整個世界發揮作用。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祂做一個大祭司的禱告，就記載在約翰福音 17章

18節，祂對神說：「父啊，禰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基督徒的生命是入世

的生命，我們跟世界不能脫節，我們不能夠不食人間煙火，我們不能夠過獨行俠的生活，隱居在

山上，否則我們不能夠影響世界，就如同鹽一樣。鹽要發出它的作用，必須要和食物有接觸。同

樣的，基督徒要能夠發揮生命的影響力，要跟這個世界有接觸。 

我們必須要能夠很清楚的知道，教會不可以只是成為一個儲存鹽的地方，不是一個 Salt 

warehouse 。 我們知道如果你把鹽放在鹽罐子裡面，它永遠沒有辦法發出鹹味來。同樣的，我們

的生命也是一樣，如果不進入這個世界，我們就沒有辦法影響世界、改變世界。我必須要能夠回

應這種入世的呼召。不打緊，我們還要有另外一個呼召，就是成聖的呼召。 

 

ｂ. 成聖的呼召 

聖經告訴我們說：太 5:13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

了。」這裡面說了一個非常令我們警醒的一句話，就是鹽若失了味，換句話，鹽是會失味的。為

什麼鹽會失味呢？有人曾經做過這樣的實驗，就把鹽放在罐子裡面，放了五年十年，拿出來以後

它的味道並沒有變。那麼，為什麼耶穌說鹽會失了味？那是因為當時的鹽跟今天的鹽不同，今天

我們吃的是海鹽，當時所吃的是礦鹽。就在岩石在外面有一層結晶，一層白色的結晶。但是這層

結晶如果在外面，一直不斷地接觸這個環境，受到污染，或者是沾染到雜質以後，它就會變了

味，甚至最後就失了味。弟兄姐妹，這給我們什麼樣的提醒呢？我們是世上的鹽，我們如果進入

世界，我們如果沒有影響世界，反而沾染了世界，我們就會成為一個失了味的鹽。 

 

印度還在殖民地世代，英國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印度去傳福音。當時果效不是非常好，所以就有

一個人就問印度的民族英雄甘地說：為什麼基督教沒有辦法在印度傳開來呢？甘地只回答了一個

字：Christian 基督徒； 換句話就是基督教傳不出去的原因就是基督徒。事實上，那就是失了味的

基督徒。在聖經裡面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那個人就是羅得。羅得就是一個失了味的基督徒。我

們曉得羅得他住在所多瑪，他沒有辦法影響所多瑪，他被所多瑪所沾染、所污染，他事實上已經

接受的所多瑪的價值觀、接受所多瑪的道德標準，所以他就失了他的味道。今天我們必須要能夠

思想，在約翰福音第十七章 16-17節耶穌怎麼說呢？耶穌說：「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

一樣 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 「成聖」「真理」 這兩個字，我們要好好的思想：成聖就是

要有分別；真理就是神的話語；就是神的標準、就是神的心意。今天我們讀這段經文，就應該要

知道，我們若要進入世界，而不被世界所沾染的話，我們就是要跟世界有分別，我們要透過真理

才能夠跟世界有分別。換句話就是說，基督徒的處事為人的標準和依據是真理，而不是傳統。是

神的話，而不是人的文化。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必須要讓真理來影響我們，而不是讓人的生活

習慣來改變我們。今天我們如果偏離了真理，我們如果沾染了世俗，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生命的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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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美國不就是個最活生生的例子嗎？美國一直在不斷地失去對這個世界正面的影響，就是因

為美國偏離了神的心意，因為美國已經偏離了聖經的真理，以至於才會走到今天的地步。我們如

果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基督徒，我們就必須要能夠回應神入世的呼召、成聖的呼召。不止，我

們還要 3.使人渴慕基督。我們常常聽人講一句話：你可以把一匹馬拉到河邊，但是你卻無法強迫

它喝水。這非常有道理，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讓它喝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它就會主動去喝水。就

是你把馬最喜歡吃的草，沾很多的鹽，然後來餵它，它就自動會去喝水。這說明的一個很重要的

道理，就是鹽有一個很明顯的功能，就是使人乾渴。我們就是世上的鹽，聖經說得很清楚。我們

一樣的要讓人產生乾渴，對什麼乾渴呢？對基督乾渴，我們生命裡面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基督的

生命，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精神，我們要讓人渴慕基督！弟兄姊妹，我們要讓人渴慕基

督的救恩。你有沒想想看，世界上的人跟我們接觸了以後，他們會在我們身上發現什麼，有什麼

東西在我們身上有，而他們沒有？而他們會渴慕的呢？到底我們有沒有讓人看到，基督徒身上最

寶貴的那個生命呢？ 

 

在十幾年前，Time Magazine： 有一期它的封面主題：“ Missionaries Under Cover 」  這個主題會

讓我們聯想到，就是有一群默默在傳福音的人，很可能他們是在中東地區、在回教世界、或者是

在共產的社會裡面，不能公開身份，所以他們就秘密的在傳福音。當時我讀了這篇文章以後，我

就覺得很奇怪，明明把他們機構的名字，把他侍奉的地點、哪個城市，還有把宣教士的名字全部

公開，如果這些詳細內容都可以上時代雜誌的話，那還有什麼秘密可言呢？我就覺得非常好奇，

我繼續讀下去我才發現，為什麼它會用這個名字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文章裡有一句話說：這些的

宣教士、宣教機構，就在伊拉克，他們做了很多慈善工作，他們廣結善緣，他們跟當地的很多民

間團體連結。他們做了國民外交，可是他特別強調一件事情他們絕對不做，那件事情叫做“傳福

音”。因為他們不傳福音，所以他們在那裡被歡迎。他們不傳福音，所以他們在那裡可以很公開的

被接納。為什麼他要稱它為Missionaries Under Cover 呢？這不就名不符實嗎？他們並沒有秘密

呀，他們非常的公開。我仔細讀了以後我才發現，他們甚至 Interview 了一個其中的宣教士，這個

宣教士竟然大言不慚地說：為什麼要傳福音？基督教在中東地區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他們很清

楚什麼是基督教，我們不必告訴他們，他們已經知道的東西。他甚至最後結語說：我甚至不覺得

我懂得比他們還多。 

 

你可以想像嗎？Missionaries Under Cover 應該是秘密宣教士，可是會變成一個面具宣教士，這是

名不符實的宣教士，宣教士並不宣教、宣教士並不傳福音、宣教士並不能叫人渴慕耶穌基督的救

恩、渴慕耶穌基督的生命，你說這是什麼樣的宣教士，這不就是 Under Cover 嗎，非常諷刺！我

感謝主！不是所有的宣教士都是如此，在我們身邊常常聽到很多宣教士跟他們完全不一樣。讓我

舉一個二十世紀宣教士讓你認識一下：那個人叫做 John Stam （ 1907-1934 ）他從慕迪神學院畢

業，就在他畢業典禮那天，他代表畢業生做了一個致辭演講。他直接表態說，我要到中國去宣

教。他之所以要到中國只有一個原因，他說：因為中國需要福音，因為中國需要耶穌基督。以當

時中國的人口，他說：如果我們沒有把福音把救恩帶進中國，每一年就會有超過 10,000,000萬的

中國人，結束他們的生命，卻沒有得到永生，所以他就去了中國。他在中國認識了一個姐妹，就

結為夫妻，一起在那裡宣教，他的太太的名字叫 Betty,很不幸的就在那裡宣教沒有多久，就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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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國共戰爭，他就被共產黨羅織了一個罪名，叫做海外間諜，被判處死刑。你知道在他被押解到

刑場的那一天，就在路上走的時候，有認識他的人就問他說：你要去哪裡？他們要把你帶到哪

裡？你知道 John 怎麼回答嗎？John Stam 他直接回答：我正走向天堂，我正要去天堂！ 

 

沒有錯，他講的完全是實話，他那天就被砍頭了。他已經與主同在，回到了天家。你知道 John 雖

然走了以後，他在地上仍留了一個名，什麼名呢？你想他貪愛的是名嗎？不是！他的名是留在內

地會裡面，殉道者的名。他是第 73名內地會的殉道者，而 Betty就是第 74名的殉道者。弟兄姐

妹，你知道嗎，今天如果你到他的墓碑前面，你會看到的兩節經文，腓立比書第一章 20-21節：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John跟 Betty Stam他們絕對配得這樣的墓碑。

「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他生的時候，他見證基督，他死的時候，他彰顯了基

督，他讓人得到的了益處。而我們到今天都可以看到那個益處，仍然在中國一直不斷地增加。中

國之所以有今天，有一億的基督徒，為什麼？就是有很多像 John Stam這樣的宣教士，不顧生

死，願意像鹽一樣的使人渴慕基督。 

 

弟兄姐妹，也許我們很怕受到逼迫，有些人因為不願意受到逼迫，基督的味道沒有辦法顯出來。

今天我們可能不會去羨慕 John Stam最後成為一個殉道者。但是至少他所做的，我們的心要深深

的被感動。最後，讓我們來思想剛才所讀的這段經文： 

 

結語： 

太 5:13「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

了。」 

 

這裡面有一個字出現了兩次，那就是「鹽」。這兩次就好像隱約在告訴我們，鹽到最後會有兩個

不同的結果；一個結果就是這裡所說的「無用被人踐踏」，另外一個結果就是「發出了影響

力」。不管哪一個結果，我們都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鹽本身會發出一個很重大的變化，什

麼樣的變化呢？鹽如果失了味，就變成無用的鹽，就會被人踐踏。哪個變化就是“失了味“，失了

味，你就變成無用的鹽。另外：發出影響力的鹽，必須要”捨了己”。弟兄姐妹，你有沒有發現，

當你把鹽放在湯裡面的時候，湯就發出了鹹味，但是你再也看不到一樣東西，你看不到鹽了，鹽

就消失了。你看到沒有，這個真理要告訴我們什麼？就是我們要活出生命的影響力，必須經過“捨

己”，如果我們天天想到的就是：我，我，想到的就是我的利益，我的好處，想到的就是我個人的

得失。我可以告訴你，縱使你還沒有失了鹽味，你也無法發揮生命的影響力。今天在聖經裡面有

一個非常活生生的例子，那人就是施洗約翰，施洗約翰就是世上的鹽，他就是大有影響力的鹽。

我們都知道施洗約翰傳福音，所以人從他的口中“聽到基督”，我們都知道施洗約翰見證了耶穌，

所以人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他因為一生都服事主，所以人從他的生命中“得著基督”。你知道

嗎？當施洗約翰的門徒跑去跟隨耶穌的時候，施洗約翰說了一句什麼樣的話呢？約翰福音三章 30

節: 他說：「祂必興旺，我必衰微」  基督必要增加，我必須要減少；基督要彰顯，我要消失在耶

穌基督裡；這就是世上的鹽發出的影響力最後的結果，就是捨了己。 



7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我願意被神用，使我們的生命可以影響生命嗎？最後我跟大家分享一個簡短

的故事，就作為今天的結束；有一個姐妹非常的熱心，她的名字叫做 Patty ，她是一個 school 

nurse ，她在校園裡面的醫務室當主任，就在她所服務的那個學校，有一個學生，是一個癌症末期

的人。這個學生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夠盡量過正常的生活，所以還是讓他去上學。可是有些時候，

他身體會出狀況，就會被帶到醫務室，等待父母來把他接回家。所以 Patty就很有機會接觸這個學

生，他的名字叫 Harry ，她常常跟 Harry聊天、談話，她就發現 Harry 不是一個信徒。她知道她沒

有辦法讓 Harry 的病可以好起來，可是有一件事情她知道她可以做，就是讓他有永生的盼望。可

是她礙於公立學校不能夠在校園裡面傳福音，所以她就不敢這麼做，她猶豫不決，最後就跑去教

會跟她的牧師講：她請牧師為她禱告，她的牧師為她禱告以後就說：讓我們一起來讀一段經文。

那段經文就記載在使徒行傳的第二章，內容就是講到使徒彼得跟約翰有一次來到了聖殿，在美門

口看到一個生來瘸腿的人。當時那個人是跟他們要錢，但是彼得就說：金銀我都沒有，我奉拿撒

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那個瘸腿的就起來行走。大家看到的人全部都把榮耀歸給神，

就在那裡頌贊神。這件事情很快就傳開來，當時彼得和約翰就在那裡為耶穌作見證，就說耶穌基

督就是彌賽亞，為我們捨命十字架，並且復活，以至於當時的祭司長、長老、撒都該人，這些宗

教高階人士引起很大的關切。就要出面來阻止他們，叫他們不准再傳講耶穌基督。最後這個牧師

帶領 Patty讀一段經文。他說：當彼得跟約翰被禁止傳耶穌的時候，他們怎麼回答呢？在使徒行傳

第四章 19節: 「 彼得，約翰說：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

吧！20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我們所知道、我們所經歷的我們不能不傳，我們所信

的耶穌，我們不能不傳。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Patty 立刻知道要怎麼做。她回到校園，她帶領 

Harry 這個學生信了耶穌。這故事並沒有結束，當 Harry 信了耶穌以後，他一直在他同學面前說我

現在是個基督徒，甚至在一次校園的一個公開場合，他竟然站出來說，我現在已經有永生了，因

為我已經信了耶穌，做的一個美好的見證。並且他還邀請 Patty到他家裡傳福音給他的父母。 

 

弟兄姐妹，你知道嗎？這些事情都發生了以後，Patty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工作，也沒有任何的懲

罰，沒有任何一個人給她警告。你很驚訝嗎？也許有人會說：這只不過是她運氣好，這只不過是

個特例，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一定會有人失去工作。我不跟你議論這樣的一個問題，但是在我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你必須要先思想另外兩個問題，那兩個問題就是：如果 Patty可以帶領一個癌

末的學生信耶穌，並且作了一個榮美的見證，而因此失去工作，你說值得不值得？我們必須回答

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可以為耶穌做一個榮耀的見證，帶領更多人信了耶穌，而自己在今生失去了

某一些東西，你覺得值得還是不值得？第二個問題我們要思想的就是：如果 Patty所信的主，可以

改變 Harry ，你想這位無所不能的主，難道不能替 Patty預備一個更合適、更美好的工作嗎？你說

可能還是不可能？ 

 

親愛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是的，耶穌說你們是世上的鹽，你我是世

上的鹽，這是神寶貴的應許，這是神對我們的期許。今天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的話，我們一

起來唱這首詩歌，來向神做出回應！讓我們來向神說：主啊！我相信袮的應許，我相信禰的愛，

我相信禰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