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尚未成——五日禱告 

親愛的禱告夥伴， 

    謝謝您參與「工尚未成」的禱告，這五天裡，我們會把以下的靈修資料給

你： 

 

第一天：復興的禱告——馮浩鎏醫師（海外基督使團總幹事） 

        「工尚未成」這首詩歌，呼喚我們「在寶座前更新」，是怎樣的更新

呢？馮醫師從哈巴谷書第三章尋找答案。 

 

第二天：「工尚未成」的挑戰——Kristyn Getty（現代詩歌作者） 

Kristyn & Keith Getty 為海外內地會基督使團一百五十周年，改寫「工

尚未成」這首詩歌，深受它挑戰感動。Kristyn 談到這首歌是「深入肺

腑的話語」，你怎麼回應？ 

 

第三天：為全民宣教的教會禱告——Michael Widmer-Kunioka（海外基督使團在

日本的神學教師） 

Michael 從約翰福音崇高的大祭司禱告模式，讓我們體會基督為宣教

教會禱告的次序與重點何在。 

 

第四天：「工尚未成」：繼續努力，抑或放棄？——Janet Dallman（海外基督使

團在日本的教牧關顧） 

當「未成之工」似乎太龐大，你承擔不了，Janet 用希伯來書六章 10-

12 節鼓勵我們，無論在哪裡傳揚福音，都要堅持到底。 

 

第五天：放膽無畏的禱告——孫德生（J Oswald Sanders，已故海外基督使團總

幹事，作家，宣教策略家） 

我們的禱告是否過份保險？孫德生認為現代的禱告太馴化、太淡薄，

像恭敬地請求最低額的支出，最低微的神權彰顯。我們的禱告膽量如

何？ 

 

問安 

Tony Waghorn 

代表海外基督使團動員同工 

 

 

 

 



第一天：個人更新 
馮浩鎏醫師 

   

先知哈巴谷的禱告，調用流離歌。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 

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 

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 

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 

神從提幔而來；聖者從巴蘭山臨到。 

祂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 

祂的輝煌如同日光； 

從祂手裡射出光線，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腳下有熱症發出。 

他站立，量了大地，觀看，趕散萬民。 

永久的山崩裂；長存的嶺塌陷， 

他的作為與古時一樣。 

                                哈巴谷書三章 1-6節 

 

華福蘭（Frank Houghton）寫的詩歌「工尚未成」這樣說： 

認識救主心歡欣 

主恩座前重申 

奉獻一生為主用 

竭力宣揚主名 

我們尋求的是怎樣的復興？先知哈巴谷的禱告，強力呼求神復興祂的工作：「耶

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耶和華啊，求你在這些年間復興你的作

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哈三 2） 

 

復興對神全然統管的信心 

首先，讓我們對神全然統管的信心得以復興。「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

正如哈巴谷一樣，我們看見祂的作為，驚奇戰兢。我們海外基督使團的群體，

眼見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神在內地會和現今的海外基督使團所作的大工，就不

能不詫異。神在許多東亞民族中，興起了祂的教會。我們體會祂全權的統領，

祂全然掌管的時機，供應，扶助，引導，即或在苦難試煉中，也是如此。 

 

復興對神的敬畏 

第二，我們尋求對神敬畏的復興——「我就懼怕」。我們祈求復興，在教會

裡，也在全世界各民各族中。我們祈求萬國之中的屬靈突破，叫人人敬畏祂，



敬拜祂，跟隨祂。正如哈巴谷，我們熱切地祈求：「求祢在這些年間復興祢的作

為。」叫人人都榮耀祂。 

 

復興對神憐憫的經歷 

第三，我們尋求經歷神的憐憫的復興——「在發怒的時候，以憐憫為念。」我

們對未認識基督的人，要憂傷顧念，求神施憐憫，叫黑暗之地有屬靈的突破。

我們為自己自滿自足的安逸，全心懺悔，求神復興我們，帶領我們完成主所付

託的，把耶穌整全的福音，傳至東亞萬族萬民。 

 

正如哈巴谷所宣稱，願萬民讚美神，祂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哈三

3），祂公義的審判遍佈全地（哈三 6）。 

接過熾熱的火炬 

承傳先驅榜樣 

至死傳揚主基督 

捨命復活救恩 

背負同一大使命 

傳揚同一喜訊 

燃點同一大志向 

向主盡獻身心 

今日，我們的禱告要同樣回應這樣的志向心願。真的，我們同有一樣的使命，

就是宣揚耶穌死而復活。 

 

禱告時，請思想： 

你是否有同樣火熱的心志，要見祂的名在全地高舉？ 

你是否呼求神在黑暗之地帶來屬靈突破，讓人得見光明？ 

你是否充滿期待等候神，在我們中間行大事？ 

 

因為，神做工的時候，全地都要顫抖。 

 

請留意明天的電郵，有 Kristyn Getty 第二天的靈修資料！希望你把這禱告的計

畫，與你的朋友分享。謝謝。 

 

作者 

馮浩鎏是海外基督使團第十任總幹事，是首位擔任此一職份的亞洲人。他在澳

洲雪梨念醫科時信主，1989 年，他和同為醫生的妻子鄭珍妮加入了海外基督使

團。如今他是海外基督使團的總幹事，領導整個差會共 1400 位工人，在廿五個

東亞國家工作。 

網站：omf.org/thetaskunfinished 有更多資料。 

 

  



第二天：「工尚未成」的挑戰 
Kristyn Getty 

 

工尚未成要努力 

懇切屈膝主前 

需求多年仍未減 

深感失責閑懶 

認識救主心歡欣 

主恩座前重申 

奉獻一生為主用 

竭力宣揚主名 

想知道完整歌詞，即這詩歌的新版，可見 www.gettymusic.com/facing-a-task-

unfinished 

 

1930 年，當時華福蘭（Frank Houghton）宣教士在內地會服事，為內地會的年

會寫下「工尚未成」這首詞，要呼籲差遣兩百位宣教士到中國去。 

中國內地會如今稱為海外基督使團，2015 年慶祝了一百五十年的工作。 

在這慶典中，我們重寫這心愛的詩歌，同時加上一段副歌。這副歌深深的激勵

我們的心，不只是個人內心的鼓舞，也讓我們有創造力錄製新穎的作品。它成

為我們的主題曲，是我們下筆的重心與動力。 

 

反思 

這首歌詞不被動，也不含糊，叫人得安慰，卻不叫人安逸怠惰。它使我們對永

恆的眼光更清晰，對失喪人的愛更深，對福音信息的表達更流暢，推動我們的

手工作，腳步向前。這歌詞不是一時的感觸，不是新年的願望，不是一陣煙花

的輝煌，瞬息湮滅。 

這歌詞並不易唱，它是入骨的，不帶要脅的。它鞭辟入裡，是深入肺腑的話

語。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祂運行的大能賜給我

的。……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

慧。這是照神從萬事以前，在我們主耶穌裡所定的旨意。我們因信耶

穌，就在祂裡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神能照著運行

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但願祂

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以弗所書三章 7節；10-13節；20-21節 

也許我們被恐懼困擾，或被世事壓抑，被物質佔據。也許我們過份使勁追求自

己更大的異象，卻被困住了。 

 

思想與禱告： 

 求神給你信心，自由地來到神面前，充滿確信，記得「祂能照著運行在我們



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求神使教會「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是照神從萬事以前，在基督耶穌裡所定的

旨意。」 

 反省你是否被恐懼困擾，被世事壓抑，被物質佔據。 

 若我們被困住了，求神賜更大的異象，遠超過我們自己的。 

 

請留意明天的電郵，希望你把這禱告的計畫，與你的朋友分享。謝謝。 

 

作者 

Kristyn Getty 和丈夫 Keith 過去十年來一直領導聖詩的更新運動，連接傳統和現

代詩歌。 

網站 gettymusic.com 有更多資料。 

 

 

  



第三天：為全民宣教的教會禱告 

Michael Widmer-Kunioka 

 

以色列的大祭司在贖罪日，進入至聖所，潔淨一切汙穢，為百姓贖罪（利十

六）。用同樣的喻意，復活的基督進入天上的聖所，代表我們進到神面前。 

 

「凡靠著祂進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

求。」（來七 25；九 24） 

希伯來書獨特之處，就是告訴我們耶穌如今在哪裡、祂如今作什麼、祂如今與

教會的關係怎麼樣。希伯來書沒有記載耶穌的禱告，可是從約翰福音的大祭司

式禱告，可以得見耶穌在天上禱告的重點。耶穌在約翰十七章的代求，展開祂

對教會既偉大又均衡的異象。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聖父啊，求你

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我與他們同

在的時候，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了他們，我也護衛了他們；其中除了

那滅亡之子，沒有一個滅亡的，好叫經上的話得應驗。 

現在我往你那裡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裡充滿我的喜樂。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

屬世界一樣。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

就是真理。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

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成聖。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

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

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

們完完全全的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

愛我一樣。 

                                          約翰福音十七章 11-23節 

 

基本上耶穌為四件事禱告： 

 求神保守教會在真理裡面（11-15） 

 求神使教會成聖（15-17） 

 求神使教會成為差傳的教會（18） 

 求神使教會合一，扎根在三一真理裡（20-23） 

 

多美好的禱告模範！ 

 



禱告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完全和諧，完全合一，我們敬拜你。父

啊，你知道我們未能達到耶穌對教會的異象，求祢饒恕！感謝你給我們一位在

天上的代求者，明白我們的軟弱，為我們微弱的信心禱告，保護我們。祂祈求

我們日益成聖，在真理和靈性上合而為一。求聖靈賜我們能力，使我們能以耶

穌的禱告，作為教會的重點，也成為我們個人生命的重點與禱告。這樣，你的

名就得著榮耀，你的身體教會，就更加合你心意。奉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進深思考 

真理、成聖、差傳、合一：是教會使命的基本本質。不過，這幾個要素很容易

失去平衡。為了合一，真理和成聖可能受虧損。有些教會對真理極為注重（正

典教義），以致變得無情冰冷，排擠異己（像法利賽人）。他們失去了耶穌的合

一與相愛。又有教會強調聖潔，以致與世界完全脫節。他們忽略了耶穌對教會

的教訓，是要帶著使命進入世界去。更有些教會全心投入差傳事工，卻不知道

若沒有成聖、真理、愛心、合一，沒有人會相信他們所傳講的。斯托得（John 

Stott）提倡 BBC 的重要性，亦即 Balanced Biblical Christianity（均衡符合聖經的

基督教）。（受啟發於斯托得關於約翰十七章的講道） 

 

請留意明天網站第四天的靈修資料！請你與朋友分享這五天禱告的經歷。謝

謝。 

 

作者 

Michael Widmer 是瑞士人，在日本北海道聖經學院教授舊約。他和妻子 Haruhi 

（日本人）在 2005 年加入海外基督使團。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書，是關於舊約裡

的代求禱告（Standing in the Breach）。 

 

 

 

  



第四天：為未成之工禱告 

Janet Dallman（本文摘自其著作“Out on a Limb"） 

 

「工尚未成」——仍在進行，抑或放棄了？ 

「工尚未成」對你來說，是否太大、太重的任務？每一天是否都在掙扎？也許

你工作不愉快，舟車勞頓，還有孩子、教會。又或你是個宣教士，要學語言，

要學文化，遠離家人獨自一人，同工之間不融洽。有時，真想一走了之！工作

上的困難，人際上的摩擦，文化上衝突，因小事不如意……，有時我們真想就

此放棄了，收拾行裝不管了。這時刻我們該怎麼辦？ 

 

希伯來書六章 10-12 節說： 

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

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我們願你們各人都顯出這樣的殷勤，

使你們有滿足的指望，一直到底。並且不懈怠，總要效法那些憑信心和

忍耐承受應許的人。 

 

首先，神並沒有忘記你的工作，祂知道你整天在廚房辛勞，或為記住生字腦袋

快爆炸了，又或同工令你快撐不住了！神並沒有忘記，神並非不義，祂知道你

對祂的愛。但願希伯來書這話叫你得著鼓勵。 

 

其次，這經文叫我們要殷勤，一直到底。神呼召我們用心作祂的工，專心不怠

惰。這呼召實在不容易！你需要什麼來幫助你今天、每一天都殷勤作工呢？求

神幫助——除此再無別法。 

 

第三，經文鼓勵我們效法過往信徒的信心和忍耐，和現今身邊的榜樣。你所認

識的人當中，有那些是忠心忍耐事奉的，可以做為你學習的對象？也許你可以

請教他們，請他們為你禱告，叫你也可以在神的工作上，在愛心信心忍耐上，

都能持守到底。 

 

在我們生命路程上，有時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神不住呼召，叫我們一步一

步向前走。我們起初作宣教士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真想離開日本，只是無法

光光榮榮的離開而已！多少人用禱告和經濟支持差我們出來，就此回家多麼羞

恥啊。那時真是困難重重，我想到一些走投無路的下下策，可是神用希伯來書

的經文向我挑戰，鼓勵我向前走。 

 

不過，有時神會呼召我們憑信心向另一個方向走，也許家庭因素有了轉變，或

神在你心中推動，參與別的事工。放棄一走了之，與憑信踏上新崗位，是絕對

不同的事。怎麼知道差別在哪裡？有人告訴我，不要因為情況艱難便決定離



開，而是因為神呼召你往別的工場而離開。有時在困難中，感覺會叫我們混淆

不清，所以，有了新崗位的參與，才是更積極的決策。 

 

思考 

 想拋下一切不管嗎？告訴神，祂明白。 

 求神給你聖靈的力量，殷勤服侍祂。 

 想想有誰信心堅忍，是你所欽佩的？你可以與他一同商談、禱告。 

 察驗你的感覺，不是想逃走，而是想轉往新的工場。向神求問吧。 

 為那些跨文化工人禱告，叫他們能同樣殷勤，一直到底。 

 

禱告 

主啊，求祢今天扶持我，我覺得沒有人明白我，欣賞我。似乎祢所吩咐我的未

成之工太難了。不過，我感謝祢，雖然沒有人看出來，但祢紀念我所做的，也

知道我所做的。感謝祢，祢並非不公。幫助我繼續跟隨祢。給我膽量，繼續前

行。求祢今天給我鼓勵的記號。主啊，叫我的心常向祢敞開。幫助我常常聽你

的聲音，無論留下或者轉換。奉耶穌大能的名求，阿們。 

 

請留意明天網站第五天的靈修信息。請你與朋友分享這五天禱告的經歷，為主

付託未成之工禱告。謝謝。 

 

作者 

Janet Dallman 的父母是宣教士，她在剛果出生，後來回到英國念書。在英國工

作幾年之後，曾短暫參與威克理夫翻譯會的事工，之後就讀倫敦神學院。1998

年起，她在日本札幌的海外基督使團服事。她參與的工作有：語言及文化研

究、植堂、本國宣教動員、關顧新進宣教士的語言和文化適應。目前參與宣教

士牧養及屬靈關顧工作。 

 

 

  



第五天：放膽禱告 

孫德生（J Oswald Sanders，本文摘自其著作"Effective Prayer"） 

 

「你們若向父求什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約翰福音十六章 23 節） 

 

現代人的禱告多麼柔弱無力，只是恭恭敬敬求取最低的賜與，求神輕微的能力

彰顯。我們的禱告很少提升到高於平常的思維或過往的經驗。我們是否敢做前

所未有的禱告？這個世代的風氣令我們對神的企求削減，但神的話語告訴我

們，禱告的領域其實是無止境的。 

神似乎預期我們會不敢放膽祈求，所以祂對禱告者的應許，用了所有全面性的

語句，就如「無論什麼」、「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無論是誰」、

「所有」、「任何」、「每一個」。其中應許之一：「你們若向父求什麼，祂必因我

的名，賜給你們。」（約十六 23）。試查考其他與禱告相關的字眼，就可見祂鼓

勵我們作大膽的禱告。有人說，神對禱告的唯一限制，是禱告者的品質——照

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 

神極樂意答允放膽無懼的禱告，試看祂對那敘利非尼基婦人放膽的禱告（可七

28），多麼快回應，雖然她並沒有求討的資格。祂鼓勵我們放膽求那不可能的

事，有如可能的事一樣，因為所有困難對神來說，並沒有大小的分別。記得耶

穌說：「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它

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太七 20）相類的經文說到一

棵樹，不是一座山。但那放膽禱告的人，一座山並不比一棵樹巨大，因為「在

信的人凡事都能」。 

 

作者 

孫德生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基督教領袖之一，是國際知名的聖經學者，宣教領

導人，宣教策略家。他著作甚多，事奉的年日達七十多年。 

 

你可以怎樣參與「工尚未成」？ 

 你的朋友知不知道世上還有多少未成之工？你該怎樣與他們分享，鼓勵他們

與你同心禱告？ 

 你若想更有效地為福音工作者禱告（在通訊刊物出版之間），你可以下載

How to pray for Missionaries PDF，很有幫助。 

 從 omf.org/asia、Joshuaproject.net 可以得知各地福音的需要，也可以與

operationworld.org 一同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