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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忍耐”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

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

近了。…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

眾先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那先前忍耐的

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

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滿心憐憫，

大有慈悲。（雅5：7-8，10-11）

○ 忍耐：希臘文“Makrothumia”，patience

○ 忍耐：希臘文“Hypomonēn”，perserverance 



等待中的“忍耐”

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

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

秋雨春雨。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

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雅5：7-8）

○ 忍耐：希臘文“Makrothumia”，patience



等待中的“忍耐”
耶穌的提醒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

是愚拙的，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聰

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裡。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

打盹，睡著了。

半夜有人喊著說：『新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

女就都起來收拾燈。愚拙的對聰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我用

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裡去買吧。』

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

門就關了。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啊，主啊，給

我們開門！』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

們。』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

道。（太25：1-13）



等待中的“忍耐”
耶穌的提醒

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

他們，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

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外國去了。那領五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

另外賺了五千。那領二千的也照樣另賺了二千。但那領一千的去

掘開地，把主人的銀子埋藏了。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那領一千的也

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

有散的地方要聚斂，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

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裡。』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

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就當把

我的銀子放給兌換銀錢的人，到我來的時候，可以連本帶利收回。

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的。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

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

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太25:14-30）



等待中的“忍耐”
耶穌的提醒

○ 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太25:5）

○ 過了許久，那些僕人的主人來了，和他們算賬。

（太25:19）

○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

知道。（太25:13）

○ 你們也當忍耐，堅固你們的心，因為主來的日子近

了。（雅5:8）



等待中的“忍耐”
耶穌的提醒

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

是哪一天來到。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

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

知道的。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

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太24：42-

44）



等待中的“忍耐”
迦勒的榜樣

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見摩西、亞倫，並以色列的全會

眾，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眾，又把那地的果子給他們

看；又告訴摩西說：「我們到了你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

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裡看見了亞衲族

的人。…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

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探子中有人論到所窺探之

地，向以色列人報惡信，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

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

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

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

此。」（民數記13:26-33）



等待中的“忍耐”
迦勒的榜樣

那時，猶大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對約書亞說：「耶和華在加低斯巴尼亞指著我與你對神人摩西所說

的話，你都知道了。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

探這地，那時我正四十歲；我按著心意回報他。然而，同我上去

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當日

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

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

這四十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

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

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

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亞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

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

去。」（約書亞記14:6-12）



等待中的“忍耐”
迦勒的榜樣

○ 民數記14:24 -惟獨我的僕人迦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

我，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那地；他的後裔也必得那地為業。

○ 民數記32:11-12 -凡從埃及上來、二十歲以外的人斷不得看見我

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因為他們沒有專心跟從

我。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

因為他們專心跟從我。

○ 申命記1:35-36 -這惡世代的人，連一個也不得見我起誓應許賜給

你們列祖的美地；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並且我要將

他所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為他專心跟從我。

○ 約書亞記14:7-8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

這地，那時我正四十歲；我按著心意回報他。然而，同我上去的

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 約書亞記14:14 -所以希伯崙作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

業，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跟從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苦难中的“忍耐”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

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那先前忍耐

的人，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你們聽見過約

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給他的結局，明顯主是

滿心憐憫，大有慈悲。（雅5：10-11）

○ 忍耐：希臘文“Hypomonēn”，

perserverance

○ 受苦：希臘文“kakopathias”，suffering 

evils



苦难中的“忍耐”
先知的榜样

弟兄們，你們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

知當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樣。（雅5：10）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

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

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5：

11-12）



苦难中的“忍耐”
先知的榜样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

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他說：

「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

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

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我就說：「主啊，這

到幾時為止呢？」他說：「直到城邑荒涼，無人居住，

房屋空閒無人，地土極其荒涼。並且耶和華將人遷到

遠方，在這境內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內剩下的人若還

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滅，像栗樹、橡樹雖被砍伐，

樹墩子卻仍存留。這聖潔的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

（赛6：8-13）



苦难中的“忍耐”
约伯的榜样

約伯就坐在爐灰中，拿瓦片刮身體。他的妻子對他說：

「你仍然持守你的純正嗎？你棄掉神，死了吧！」約

伯卻對她說：「你說話像愚頑的婦人一樣。噯！難道

我們從神手裡得福，不也受禍嗎？」在這一切的事上，

約伯並不以口犯罪。（伯2：8-10）

「我知道你萬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攔阻。誰用無

知的言語使你的旨意隱藏呢？我所說的是我不明白的；

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聽我，我要說話；

我問你，求你指示我。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

見你。」（伯42：2-5）



“忍耐”中言语的信号

弟兄們，你們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審判。看哪，

審判的主站在門前了。（雅5：9）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

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

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

你們落在審判之下。（雅5：12）



祷告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有喜樂的呢，

他就該歌頌。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

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

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

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

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

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

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他又

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雅5：

13-18）



祷告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出於信

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

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

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雅5：14-16a）

○ 無論是吃肉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叫弟兄跌

倒，一概不做才好。（羅14：21）

○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

呢？（林後11：29）



隨時隨事祷告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他就該禱告；

有喜樂的呢，他就該歌頌。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

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雅5：

13-14）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

6-7）



義人祷告的力量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

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他懇切禱告，求

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禱告，天就降下雨來，地也生出土產。

（雅5：16b-18）

○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Elijah 

was a man just like us.



最后的嘱咐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

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

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雅5：19-

20）

○ 試煉與試探 1：1-18

○ 聽道與行道 1：19-2：13

○ 信心與行為 2：14-26

○ 舌頭與智慧 3：1-18

○ 紛爭與貪戀 4：1-12

○ 富裕與貧窮 4：13-5：6

○ 忍耐與禱告 5：7-20



如何成為基督徒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
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
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
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