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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使人回轉的事奉（5：19-20） 

 

 複習：我們學習了上一課（5：13-18），請回想一下都有哪些禱告蒙應允的秘訣？ 

 

 

 經文：雅各書 5：19-20 

5:19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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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帶查經的同工們在分享《雅各書》第十二課之前，先

做如下預備工作： 

 

1. 請閱讀《永活的信仰》，407-462 頁 

2. 觀看視頻：黃奇豐牧師，“要拯救靈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JKSMXmN6g  

 

3. 在閱讀經文和參考書並觀看以上視頻的過程中，請思

想以下討論問題的答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JKSMXmN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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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段經文中的“失迷真道的”是指哪些人？是曾經信主的人偏離真道，從而

失去了救恩呢？還是指從來就沒有信主的人？這兩節經文作為全書的結尾，

跟這本書的主題有何關係？ 

 

i. 第一種看法，是指從來就沒有信主的人，因為： 

1. 他們被救脫離了靈魂的死亡。 

2. “回轉”和“轉回”就是悔改的意思。 

3. 信徒的中間也有不信主的人。比如，信徒的家人，或者常常出

入教會，但是並不真正明白救恩的人。 

4. 在全書的結尾，雅各再次呼喚基督徒要傳福音，拯救人的靈

魂，完成主託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ii. 第二種看法，是指曾經信主但是走迷了的人，因為： 

1.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 

2. 人常常是在不知不覺當中開始偏離的，是一步步地遠離神；受

了欺騙和影響，並不一定是刻意的。這種現象在信徒當中，常

常會發生。 

3. 主耶穌講過“迷羊的比喻”，記載在路加福音 15 章和馬太福

音 18 章。信徒也是會迷失的。 

4. 在整本雅各書中指出了許多教會和基督徒偏離真道的現象。比

如，在受試煉試探中軟弱跌倒，只聽道而不行道，自以為敬

虔，以貌取人，不勒住自己的舌頭，徒有世上的智慧，彼此的

鬥毆，彼此批評，為明天誇口，貪愛金錢，不警醒候主，等

等。所以，這兩節經文（5：19-20）是對整本雅各書的總結。 

 

iii. 其他參考經文： 

1. 希伯來書 3:1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

著不信的惡心，把永生神離棄了。13  總要趁著還有今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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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裡就剛硬了。

14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裡有分了。

15  經上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惹他

發怒的日子一樣。」16  那時，聽見他話惹他發怒的是誰呢？

豈不是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的眾人嗎？17  神四十年之久，又

厭煩誰呢？豈不是那些犯罪、屍首倒在曠野的人嗎？18  又向

誰起誓，不容他們進入他的安息呢；豈不是向那些不信從的人

嗎？19  這樣看來，他們不能進入安息是因為不信的緣故了。  

 

2. 約翰一書 5: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

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

求。17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  

 

3. 今早的晨更經文：以西結書 5:3  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

裡，4  再從這幾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燒，從裡面必有火出來燒

入以色列全家。  

 

 

2) 在我們當中有沒有這樣的人呢？ 

 

 

 

3) “救一個靈魂不死”是指哪種死亡？ 

 

i. 第一種看法，是指人因為犯罪而帶來的身體死亡。比如使徒行傳第五

章中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例子。還有在哥林多前書 11 章中的例

子。都是因為犯罪而帶來身體的死亡。而且，這是與上文提到的為病

人禱告得醫治連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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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二種看法，是指基督徒將來要在基督臺前受審判的時候，向主交賬

這件事。 

iii. 第三種看法，是指人的靈魂永遠死亡這件事。要麼是救一個貌似基督

徒的人真正得救，要麼是挽回一個曾經是得救的人，重新回到上帝的

面前。 

 

 

4) “遮蓋許多的罪”是指誰的罪？迷失真道的人的罪？還是去挽回人的人的

罪？ 

 

i. 遮蓋人的罪就是赦免人的罪 

 

1. 箴言 10:12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2. 彼得前書 4: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

禱告。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

罪。  

3. 詩篇 32:1  （大衛的訓誨詩。）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

人是有福的！  

 

ii. 神在以色列人當中設立守望的人，就是他們的先知。他們有責任替神

來責備人，提醒人，呼喚人悔改。 

 

以西結書 3:16  過了七日，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17  「人子啊，我立

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聽我口中的話，替我警戒他們。

18  我何時指著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勸戒他，使

他離開惡行，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你討

他喪命的罪。19  倘若你警戒惡人，他仍不轉離罪惡，也不離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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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卻救自己脫離了罪。20  再者，義人何時

離義而犯罪，我將絆腳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沒有警戒他，

他必死在罪中，他素來所行的義不被記念；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

罪。21  倘若你警戒義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

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脫離了罪。」  

 

iii. 在教會中，弟兄姐妹之間有彼此守望的責任。比如，上一課中提到為

病人禱告的“長老們”，以及弟兄姐妹們之間要“彼此認罪，互相代

求”的責任。 

 

iv. 不過，這裡所說的“遮蓋許多的罪”應該是指迷失真道的人的罪。 

 

 

5) “有人使他回轉”的有人是什麼樣的人？要具備哪些條件？ 

 

i. 教會中的每個人都有這個責任，成為自己弟兄姐妹的守望者。 

 

ii. 但是，他/她需要具備一些條件： 

1. 願意主動去尋找人；願意為此付上代價；因為，他/她明白這

種服事的價值。 

但以理書 12:3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歸義

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2. 有定力 

加拉太書 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

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

誘。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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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著禱告挽回 

約翰一書 5:16  人若看見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就當為他祈

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有至於死的罪，我不說當為這罪祈

求。  

 

4. 常常去做 

 

 

6) 挑戰： 

 

i. 你可以想到哪些“迷失真道”的人？請寫下他們的名字，並開始為他

們的轉回禱告。 

 

 

ii. 下週的《雅各書》總結分享見證會的分享，請大家準備分享三件事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錄）： 

1. 週三晚上的查經聚會有哪些強項?  

2. 有哪些弱項?    

3. 我們需要改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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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r. Howard Hendricks, Unit 15: Implementing 

Personal Bible Study/ 個人聖經學習的實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UXU87mDAk 

翻譯：關潤明弟兄 

 

在我们的个人圣经学习系列中，我们想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从这里走向哪里? 

我确信在这个阶段你有很多想法，很多希望，但最终这些都归结为你想要怎麼做?  所以

我想给你们三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我将帮助你们实现我们在课程中所学习的: 

 

首先，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建立一个有規律的查经计划。 

 

1.建立查经计划:   

我在神学院生涯的第二年就开始了这種學習计划。Lewis Sperry Chafer: 我所在学校的创

始人—他说: 不要祇為了攻读一項课程，而是為要終身事工而學習。你必须做出這决定，

这是一个选择, 因为你的目标总是你所决定而得的结果。你所要做的是设定一些时间而达

到你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要保留它—顺便说下: 开始不要咬得太大口。我带领一个人走向

基督，然後我说：看著，你能否每天花 15 分钟跟我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和祈祷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UXU87m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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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前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有些人鼓励他们学习圣经, 一開始卻提出了一個巨大的计

划: 要求他們一天一个小时，可惜两天之后就堅持不下去了。 

 

2.制定个人计划:  

制定个人计划，如果你决定每天花半个小时，你将如何分配它？我會鼓励你们花 20 分钟

学习圣经，花 10 分钟祈祷并長期堅持下去。 

最好是用稍短的时间來開始這學習聖經計劃，坚持下去，如果你错过了，你知道這不會使

你失去救赎。如果我错过了一天，我说：对不起，主，我明天會回到你的话語中，或者你

可補兩天，最终你會追上這计划。坦率地说：我们不以此作为对整个过程的惩罚，而你的

救恩不依赖它，但你的成圣需要依赖它。 

你需要时间祈祷和学习圣经，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操練问题。然后，當你一旦能做一

次，你就能做两次。當你能做到兩次，你就能做到三次。 你会形成一個习惯， 一旦你形

成一個习惯，你就能有永久性的學習計劃，這会陪伴你一生的。 

 

3.成立圣经学习小组:  

还有第三个建议我想给你，这就是: 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圣经学习小組呢?  你为何不尋求

一羣擁有同样的激情和同样的技能的弟兄們或姊妹們與你一起來學習聖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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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你们是一个团队，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能互相激励，互相负责。许多基督徒生活

中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责任感。有人爱他们，但沒有爱他们到愿意问尖锐问题

的地步。 

我不记得詳情—但在我早期的基督徒生活中，有人问我: “亨德里克，你一直堅持在讀神的

話語吗?”。 我不得不说: “不，我沒有。”。 我为此感到羞愧，但他们鼓励我说，我会很高

兴与你见面，我们一起來讀神的話吧。这样我们就能堅持長久了。 

 

 

如果你有一个小组，你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评估这个过程—我在任何评估中都会问三个

问题: 

 

A.哪些強項? 我所做的事情有哪些优点? 通常有很多优点。 

 

B.哪些弱項?   通常也有很多缺點。 

 

C.我需要改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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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估的基础。可能你是與妻子一起学习圣经，或者是教會里的一個查經小組，或者是與

一群朋友或其他牧师們，但无论你們查經小組的成員是怎樣的，你們應該是一群热衷于研

究“道”並且以被神的话语改变為目標的人。我想不出还有什麼其他比这更能鼓励你们的

了。 

 

要进入“道”之內，也要讓“道”进入你之內。藉着圣灵的能力，藉着神大能的话语，讓你的

生命被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