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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要.… 

Continue 

(传 9:10; 西 3:23) 

 

前言 

 

1.  在中文圣经里有趣的词，就是『务要』. 

A.  在中文圣经里记载 35 次. 

B.  基本的定义: 『尽量去做』或『继续在做』. 

2.  圣经的例子. 

A.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出 31:13). 

B.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 

升高』(雃 4:7,10). 

C.  『务要圣洁』(帖前 5:26). 

D.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彼前 5:2). 

E.  『务要追求和睦』(罗 14:19). 

F.  『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前 5:12). 

G.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来 13:1). 

H.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来 4:11). 

I.  『务要小心...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徒 13:40). 

J.  『你们务要敬重』 『彼此务要圣洁』(林前 16:18,20). 

K.  我们常常唱 – 『务要追求圣洁』. 

L.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 

们』(林后 6:17). 

3. 在这个课程中, 我们用圣经里的五个例子强调 『务要』的意思. 

 

I.  『务要念这书上的话』. 

 

A.  耶 51:60-64. 

a.  在这段经节里耶利米预言到巴比伦的命运. 

b.  西莱雃要念这句话及知道犹大国的仇敌会发生什么事. 

B.  当然, 这段经节的原则是尽量读及研究 神的话语. 

a.  念圣经给别人听有很大效果. 

1.  尼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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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出 24:4,7. 

     3.  启 1:3. 

b.  从希伯来文 qara 意思是『公开念, 喊叫说出来』. 

C.  约雃敬向 神的话语有错误的观念 (耶 36:20-23). 

a.  请再看 23 节. 

b.  现今有些人像约雃敬因为他们轻视一些经节. 

1.  可 16:16. 

     2.  太 19:9. 

     3.  来 10:25. 

D.  提前 4:13. 

 

II.  务要认识耶和华. 

 

A.  何西阿书 6:1-3. 

a.  何西阿在鼓励以色列国悔改及再归向 神. 

b.  过基督徒的生活包括认识主. 

B.  我们如何『认识主』吗? 

a.  旧约时, 关于神, 犹太人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 (申 6:6-12). 

1.  人会忘记 神 (12 节). 

     2.  以色列到达加南地之后, 他们忘记了 神 (士 2:11-13). 

C.  我们藉着圣经为了能够『认识主』. 

a.  约 6:44,45. 

b.  约一 2:3-5. 

c.  约一 5:13. 

D.  不认识主的人会失丧,下地狱 (帖后 1:7-9). 

 

III.  『务要坚固』. 

 

A.  林前 15:58. 

a.  坚固的报酬是天堂 (启 2:10). 

b.  我们的坚固不是突然的. 

B.  关于坚固的其它的经节. 

a.  彼前 5:9. 

b.  加 6:9. 

c.  徒 2:42. 

C.  圣经鼓励我们不摇动 (弗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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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能从坚固的地步上堕落 (彼后 3:17). 

 

IV. 『务要传道』. 

 

A.  提后 4:2-4. 

a.  『传道』这词由希腊文 kerusso 是『报出来, 宣布』的意思. 

b.  这段经节告诉我们要传什么 – 神的道! 

B.  有其它的经节强调传道的重要性. 

a.  可 16:15. 

b.  路 4:18,19. 

c.  徒 10:42. 

d.  林前 1:23. 

e.  林后 4:5. 

C.  保罗在提后 4:2-4 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传道. 

a.  人不要听纯的真理 (3 节). 

b.  人会从真理走开 (4 节). 

 

V.  『务要谨守，儆醒』. 

 

A.  彼前 5:8,9. 

a.  『仅守』是由希腊文的 nepho. 

b.  为了抵挡撒旦, 我们必须努力的儆醒. 

B.  林前 16:13. 

C.  关于这点, 我注意这些经节. 

a.  帖前 5:6. 

 b.  帖前 5:8. 

c.  彼前 1:13. 

D.  耶稣也鼓励我们儆醒. 

a.  关于审判日要儆醒 (可 13:32-37). 

b.  愚拙童女的例子 (太 25:1-13). 

 

结论 

 

1. 我所提到的题目都很重要.   

2.  我们需要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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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读圣经. 

B.  认识主. 

 C.  要坚固. 

 D.  务要传道. 

 E.  谨守，儆醒. 

3.  我们这样作, 藉着神的恩典, 能够上天堂. 

4.  邀请. 

 

『务要』 

 

     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 

     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出 10:9).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 

     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 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 

     羔』(出 12:48). 

 

     『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 

     (出 23:5).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 

     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 31:13). 

 

     『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 

     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书 6:18). 

 

     『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务要 

     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撒下 17:16). 

 

     『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希多弗如此如此定计害 

     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撒下 17:21). 

 

     『你们离开吧! 离开吧! 从巴比伦出来.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要从其中出来. 你 

     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哪，务要自洁』(赛 52:11). 

 

     『耶利米对西莱雅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耶 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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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 

     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何 6:3).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 

     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路 12:58). 

 

     『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徒 13:40). 

 

     『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 

     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 神的恩中』(徒 13:43).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罗 14:19). 

 

     『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罗 15:2).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罗 16:16).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 

     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 16:13).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 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林前 16:18). 

 

     『众弟兄都问你们安. 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林前 16:20).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 

     你们』(林后 6:17). 

 

     『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 

     (林后 8:24).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务要圣洁』(林后 13:12). 

 

     『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西 4:17). 

 

     『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帖前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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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 

     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 4:2). 

 

     『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来 13:1). 

 

     『故此，你们要顺服 神. 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 4:7). 

 

     『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雅 4:10).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 神，尊敬君王』(彼前 2:17).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羊，按着 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 

     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彼前 5:2). 

 

     『务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 

     吞吃的人』(彼前 5:8). 

 

     『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西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 

     这恩是 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彼前 5:12). 

 

     『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 

     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约一 2:24).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启 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