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X WORDS THAT WILL DETERMINE YOUR ETERNITY 

斷定你永遠的前途的幾個字 

你們知道有幾個字會斷定你們永遠的前途嗎? 這幾個字該成為你們這些信主的人事奉 神

基本的心態. 我們可以從主透過馬太福音所説的比喻讀到它們. 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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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5:14) 我們在這裡看見這主

人把他的家業交給他的僕人; 這是相仿於以弗所書論到基督説: 「祂升上高天的時候, 擄

掠了仇敵, 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弗4:8) 主擄掠了仇敵是指衪除去了你生命中從前種

種的限制(包括那些説你不夠聰明, 沒有才華的聲音, 以及種種負面的話語)! 如今, 你在

基督裡是個新造的人, 且有獨特的聖召.  

當然, 這獨特的聖召必引領我們到我們憑自己力量無法去的地方, 好讓我們能榮耀主. 因

此, 衪「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換言之, 我們各人都會得著所需的恩賜, 來成就衪對我

們的旨意. 比喻繼續説: 「按著各人的才幹, 給了他們銀子; 一個給了五千, 一個給了二

千, 一個給了一千; 就往外國去了. 」(太25:15) 銀子代表了主所給與的生命, 即衪的屬

性, 力量, 能力, 或我們完成天路歷程所需的. 

許多人都誤解那得五千的就是站講台或帶領敬拜的. 絕對不是! 那得五千的人不一定有高

姿態的事奉. 她大可以是個為要養家而兼職的單親媽媽. 她必須帶不肯起床的孩子們上教

會主日學. 雖然如此, 她定意相信 神, 以致需要五千才能辦到. 

如今, 你也許需要二千去在眾人面前站起來, 但卻需要五千, 來按照 神的旨意, 留在家

裡. 有一天, 你也許比平常需要更多的恩典.無論如何, 主應許過必精確的賜給你衪的生

命和能力, 好讓你能成就衪的聖召. 凡衪領你去的地方, 祂都必以恩典來扶持你. 

我們永恆的獎賞 

主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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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領五千銀子的, 又帶著那另外的五千來, 説: 「主啊, 你交給我五千銀子

, 請看, 我又賺五千. 」主人説: 「好, 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

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那領二千的也來説: 「主 



 

啊, 你交給我二千銀子, 請看, 我又賺二千. 」主人説: 「好, 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

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

(太25:16-23) 

我們可以從這裡讀到斷定我們永遠的前途的幾個字: 「好, 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 

」請注意, 我並不是指我們永恆的目的地,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若歸信主, 向衪委身, 就

必與衪同在. 我們現在所思量的, 乃是有關我們永恆的獎賞; 這些獎賞比你我所能想像的

更為深切.  

我每時每刻都曉得自己有一天必站在 神的寶座前--我會單獨的站在那裡. 不管有一百萬

個聲音説: 「你有沒有透過網絡聽這人講道呢? 多麼大有恩膏! 你有沒有聽過他的見證呢

? 」不管有一百萬人認為我很好, 或者有一百萬敵人認為我不好. 當我站在 神的寶座前

時, 惟一要緊的聲音, 就是那斷定我永遠的前途的 神! 

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這注意, 在那比喻裡, 主人説: 「好, 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 」換言之, 他説: 「我沒有要求你做許多事情. 我沒有要求你去成就一些我沒有賜你

力量去達成的事情. 不, 我僅僅託付你去辦幾件事, 而你辦得好. 」 

當我在加拿大初期牧會時, 必須學習這要緊的功課. 我定意要為主贏得全世界. 我充滿熱

忱的去作我認為需要為 神國成就的; 我走遍該國, 到北極去向因紐特(Inuit) 人傳福音; 

我曾經講道, 以致眼睛的血管都破了. 我禁食, 奔跑, 禱告, 以致37歲就筋疲力盡. 

我記得自己到郊區的公路上責怪 神不信實. 我向祂發怒, 說: 「主啊, 我全然擺上. 我

把我的前途, 家庭, 房子都獻了給你. 你卻奪去了我的健康, 從而賞賜給我嗎? 」 

我大大忿怒, 不管 神有何回應. 你能想像, 當衪回應説: 「我愛你. 」時, 我多麼驚訝. 

我因這些話語, 而心中大受感動. 

那時, 神的啟示臨到了我. 神清晰的對我説: 「卡特, 你奉我的名做了不少事情. 你外出

, 在許多聚會裡講道, 有美好的結果. 可是, 當你那一天站在我面前時, 你不會因那些事

情而得獎賞, 因為我並沒有要求你去做. 你擅自作主, 以致筋疲力盡. 」那時, 我只可説

: 「主啊, 你要我做什麼呢? 」 

衪說: 「教會裡的158人是我派任你去牧養的. 現在, 我僅僅要求你這樣做. 當你有一天

站在我面前時, 你會看見這些名字, 且為他們一一交賬. 你有沒有警告他們有關悖逆聖潔

的 神呢? 你有沒有把十字架所提供的指望擺在那些有所掙扎的人面前呢? 



 

我記得自己站在路上, 說: 「主啊, 在我餘下的一生, 我必在你所安排的地方事奉你. 我

的眼界不會超越你的託付. 」我與主相會後, 就為那小教會全然擺上. 我心中從新充滿喜

樂, 體力也開始恢復了. 

埋沒了的寶藏 

現在, 請看看第三個僕人在最後算賬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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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5:24) 

他基本上責備了主人. 彷彿有人如今站在 神面前, 説: 「你是個苛刻的主人. 你把我放

在困境裡, 且要求我去成就我辦不到的. 你期望我收割, 但我看不見你對我伸出援手. 你

在哪兒呢? 你的力量究竟在哪兒呢? 你會如何成就你的應許呢? 」 

想到十字架和既神奇, 又全備的救恩, 但卻責怪 神不信實, 就是多麼荒唐!  

我們絶不敢站在 神面前, 説: 「你把我放在困境中! 你在困難的社區裡給了我困難的工

作. 你給了我困難的一生和困窘的家庭景況, 且要求我結果子. 但是, 我看不見你在哪裡

! 」 

第三個僕人解釋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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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5:25) 換言之, 他説: 「我放棄了你的國度. 我寄望於今生的事物. 我把你不

可思議的聖召埋沒了, 且變得如此的屬世, 以致沒有人看出你在我的生命裡! 但是, 我還

是相信自己有一天會來到你的面前; 不知怎麼樣的, 你會看著我説: 「好, 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 」」 

人埋沒神的見證, 就是何等可悲. 約一年前, 我多年前認識的一個人曾經到教會後台與我

會面. 我很興奮的對他説: 「你得救了! 好極了! 你在什麼時候得救呢? 」 

他回答説: 「哦, 我向來信主. 」我只能想到: 「那你騙了我! 」我因為主站穩而曾經遭

受逼迫多年, 但這人從未對我説: 「我支持你, 我是主裡的弟兄. 我相信 神與你同在. 

」他反倒把他的「銀子深深的埋在地裡」. 

充足的供應 

根據聖經, 那主人看著第三個僕人説: 「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的, 你既知道我沒有種的地

方要收割, 沒有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太25:26) 根據原文, 主人對這僕人説: 「你確

實認為我是這樣子嗎? 」這是個問題, 不是個聲明. 他不贊同他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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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7-29) 換言之, 他説: 「若你不肯遵行我的吩咐, 何不把它讓給甘心樂意

的人呢? 」於是, 那些銀子被奪去了. 「把我所應許的力量給那要得的(也就是說, 那相

信我必充份的提供生命, 好成就我的託負的! 」 

你我都當求 神賜下恩典, 好讓我們不會埋沒衪的恩賜. 我們不可認為救主會把我們陷入

困境, 而不幫助我們得勝. 主樂意提供我們一切所需的. 衪必不容許我們受試探, 過於所

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我們開一條出路, 叫我們能忍受得住.你不必在人面前

顯為偉大. 不要忘記, 你只要在你的處境中盡忠職守, 在衪安排你的地方得勝. 保持你現

有的婚姻, 養育神所賜給你的兒女. 慇懃工作, 失業時則努力找工作. 在你的社區裡立場

堅定; 別人説謊, 你則說誠實話; 周遭的人誹謗人, 你則發出仁慈的話語. 務要道德高尚

, 即使如今人人為己, 也要為別人而擺上. 

當然, 沒有聖靈的能力, 我們都辦不到. 所以, 務要繼續求 神賜下勇氣, 好讓我們能在

黑暗的世界裡發光; 也要求 神賜恩, 好讓我們能成就從前難成的事. 主必信實的應允你

的禱告, 因為衪的扶助必隨著衪的聖召而來. 請謹記, 神給你的安排是策略性的. 你正在

你所需的家庭, 社區和工作環境裡; 這一切都有衪精確的理由. 神行事絶不偶然! 所以, 

讓我鼓勵你,為要成就祂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你要天天倚靠祂的恩典--直到你站在祂的寶

座前, 聽見祂這樣説的那一刻: 「好, 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

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