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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要.… 

Continue 

(傳 9:10; 西 3:23) 

 

前言 

 

1.  在中文聖經裏有趣的詞，就是『務要』. 

A.  在中文聖經裏記載 35 次. 

B.  基本的定義: 『盡量去做』或『繼續在做』. 

2.  聖經的例子. 

A.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出 31:13). 

B.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 

升高』(雃 4:7,10). 

C.  『務要聖潔』(帖前 5:26). 

D.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彼前 5:2). 

E.  『務要追求和睦』(羅 14:19). 

F.  『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彼前 5:12). 

G.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來 13:1). 

H.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來 4:11). 

I.  『務要小心...務要恆久在神的恩中』(徒 13:40). 

J.  『你們務要敬重』 『彼此務要聖潔』(林前 16:18,20). 

K.  我們常常唱 – 『務要追求聖潔』. 

L.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你 

們』(林後 6:17). 

3. 在這個課程中, 我們用聖經裏的五個例子強調 『務要』的意思. 

 

I.  『務要念這書上的話』. 

 

A.  耶 51:60-64. 

a.  在這段經節裏耶利米預言到巴比倫的命運. 

b.  西萊雃要念這句話及知道猶大國的仇敵會發生什麼事. 

B.  當然, 這段經節的原則是盡量讀及研究 神的話語. 

a.  念聖經給別人聽有很大效果. 

1.  尼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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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出 24:4,7. 

     3.  啟 1:3. 

b.  從希伯來文 qara 意思是『公開念, 喊叫說出來』. 

C.  約雃敬向 神的話語有錯誤的觀念 (耶 36:20-23). 

a.  請再看 23 節. 

b.  現今有些人像約雃敬因為他們輕視一些經節. 

1.  可 16:16. 

     2.  太 19:9. 

     3.  來 10:25. 

D.  提前 4:13. 

 

II.  務要認識耶和華. 

 

A.  何西阿書 6:1-3. 

a.  何西阿在鼓勵以色列國悔改及再歸向 神. 

b.  過基督徒的生活包括認識主. 

B.  我們如何『認識主』嗎? 

a.  舊約時, 關於神, 猶太人有責任教育他們的孩子 (申 6:6-12). 

1.  人會忘記 神 (12 節). 

     2.  以色列到達加南地之後, 他們忘記了 神 (士 2:11-13). 

C.  我們藉着聖經為了能夠『認識主』. 

a.  約 6:44,45. 

b.  約一 2:3-5. 

c.  約一 5:13. 

D.  不認識主的人會失喪,下地獄 (帖後 1:7-9). 

 

III.  『務要堅固』. 

 

A.  林前 15:58. 

a.  堅固的報酬是天堂 (啟 2:10). 

b.  我們的堅固不是突然的. 

B.  關於堅固的其他的經節. 

a.  彼前 5:9. 

b.  加 6:9. 

c.  徒 2:42. 

C.  聖經鼓勵我們不搖動 (弗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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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能從堅固的地步上墮落 (彼後 3:17). 

 

IV. 『務要傳道』. 

 

A.  提後 4:2-4. 

a.  『傳道』這詞由希臘文 kerusso 是『報出來, 宣佈』的意思. 

b.  這段經節告訴我們要傳什麼 – 神的道! 

B.  有其他的經節強調傳道的重要性. 

a.  可 16:15. 

b.  路 4:18,19. 

c.  徒 10:42. 

d.  林前 1:23. 

e.  林後 4:5. 

C.  保羅在提後 4:2-4 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努力的傳道. 

a.  人不要聽純的真理 (3 節). 

b.  人會從真理走開 (4 節). 

 

V.  『務要謹守，儆醒』. 

 

A.  彼前 5:8,9. 

a.  『僅守』是由希臘文的 nepho. 

b.  為了抵擋撒旦, 我們必須努力的儆醒. 

B.  林前 16:13. 

C.  關於這點, 我注意這些經節. 

a.  帖前 5:6. 

 b.  帖前 5:8. 

c.  彼前 1:13. 

D.  耶穌也鼓勵我們儆醒. 

a.  關於審判日要儆醒 (可 13:32-37). 

b.  愚拙童女的例子 (太 25:1-13). 

 

結論 

 

1. 我所提到的題目都很重要.   

2.  我們需要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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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讀聖經. 

B.  認識主. 

 C.  要堅固. 

 D.  務要傳道. 

 E.  謹守，儆醒. 

3.  我們這樣作, 藉着神的恩典, 能夠上天堂. 

4.  邀請. 

 

『務要』 

 

     摩西說，『我們要和我們老的少的，兒子女兒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帶去， 

     因為我們務要向耶和華守節』(出 10:9).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們中間，願向耶和華守逾越節，他所有的男子務要受割禮， 

     然後才容他前來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樣. 但未受割禮的，都不可吃這羊 

     羔』(出 12:48). 

 

     『若看見恨你人的驢壓臥在重馱之下，不可走開，務要和驢主一同抬開重馱』 

     (出 23:5).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為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 

     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你們成為聖的』(出 31:13).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恐怕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 

     色列的全營，使全營受咒詛』(書 6:18). 

 

     『現在你們要急速打發人去，告訴大衛說，『今夜不可住在曠野的渡口，務要 

     過河，免得王和跟隨他的人都被吞滅』(撒下 17:16). 

 

     『他們走後，二人從井裡上來，去告訴大衛王說，『亞希多弗如此如此定計害 

     你，你們務要起來，快快過河』(撒下 17:21). 

 

     『你們離開吧! 離開吧! 從巴比倫出來. 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要從其中出來. 你 

     們扛抬耶和華器皿的人哪，務要自潔』(賽 52:11). 

 

     『耶利米對西萊雅說，你到了巴比倫務要念這書上的話』(耶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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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 

     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 6:3). 

 

     『你同告你的對頭去見官，還在路上，務要盡力的和他了結.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 

     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監裡』(路 12:58). 

 

     『所以，你們務要小心，免得先知書上所說的臨到你們』(徒 13:40). 

 

     『散會以後，猶太人和敬虔進猶太教的人多有跟從保羅，巴拿巴的. 二人對他們 

     講道，勸他們務要恆久在 神的恩中』(徒 13:43).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羅 14:19).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羅 15:2).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 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羅 16:16).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 

     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 16:13). 

 

     『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 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林前 16:18). 

 

     『眾弟兄都問你們安. 你們要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林前 16:20). 

 

     『又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物，我就收納 

     你們』(林後 6:17). 

 

     『所以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顯明你們愛心的憑據，並我所誇獎你們的憑據』 

     (林後 8:24). 

 

     『你們親嘴問安. 彼此務要聖潔』(林後 13:12). 

 

     『要對亞基布說，務要謹慎，盡你從主所受的職分』(西 4:17). 

 

     『與眾弟兄親嘴問安，務要聖潔』(帖前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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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 

     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你們務要常存弟兄相愛的心』(來 13:1). 

 

     『故此，你們要順服 神.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 4:10).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 神，尊敬君王』(彼前 2:17).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群羊，按著 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 

     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彼前 5:2). 

 

     『務要謹守，警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 

     吞喫的人』(彼前 5:8). 

 

     『我略略的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又證明 

     這恩是 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彼前 5:12).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 

     在心裡，你們就必住在子裡面，也必住在父裡面』(約一 2:24).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 

     你們必受患難十日.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 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