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要驯良像鸽子 
驯良 - 慈悲的力量 

Do Missions with 

Compassion/Simplicity/Innocence 

以慈悲/簡樸/單純的心來做宣教 



MATTHEW 10:16 - I AM SENDING YOU OUT LIKE 

SHEEP AMONG WOLVES. THEREFORE BE AS 

SHREWD AS SNAKES AND AS INNOCENT AS 

DOVES. 

太 10:16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

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KNOW THE DANGERS AND GO WITH HUMILITY, TOTAL 

DEPENDENCE ON GOD, WISDOM/DISCERNMENT AND 

COMPASSION. IN THE LIKENESS OF CHRIST. MATTHEW 

10:16; 28:18-20; ZECHARIAH 4:6.  

雖危險，仍要前往，有基督的樣式：帶著謙卑的

心，全然倚靠上帝的智慧/分辨和爱心。太10:16；

28:18-20； 

亞4：6  -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

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

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我 – 有時候，我完全顧不到別人，繁冗的生活和
缺乏安全感的焦慮讓我對人失去一顆單純的同情
心，缺乏基督單純的慈悲. 

一個寒冷的冬日，沈陽街市上遇到一個農場女孩

. 由於滿腦子的心思焦慮和問題， 我連個簡單的

招呼都沒打，錯過了一個機會。這就是缺乏了基

督所具有的：對人的單純關注與同情. 



我們 – 你有過那樣的經歷嗎？由於深陷於自己複
雜的生活問題中，缺乏主耶穌對人的單純關注， 

以致無法認識到上帝預備在你的生活中，讓你去
接觸的人。 

 

 

 

 

 

  

 

 

 

 

 

 

 

 



上帝: 

太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林後5:17-21 基督徒蒙召勸人與神和好 

SACRIFICIAL – THE DOVE WAS THE ANIMAL OF SACRIFICE 

FOR THE POOR – YOU MUST COUNT THE COST. 

犧牲 - 鴿子是為窮人獻祭的動物 - 你必須計算成本。 

IT IS INTERESTING THAT BOTH THE SHEEP AND THE DOVE 

WERE CLEAN ANIMALS SUITABLE FOR OFFERING TO GOD 

IN SACRIFICE.  

有趣的是，羊和鴿子都是潔淨的動物，適合獻祭給上帝。 



"FROM THE DOVE BEING A SYMBOL OF PURITY, IT 
IS GENERALLY REPRESENTED WHITE, WITH ITS 
BEAK AND CLAWS RED, AS THEY OCCUR IN 
NATURE. IN THEIR WILD STATE DOVES GENERALLY 
BUILD THEIR NESTS IN THE CLEFTS OF ROCKS. 
鴿子通常是白色, 是純潔的象徵，其喙和爪紅色。
在野生環境裡的鴿子通常在岩石的裂縫中築巢。 



主要經文。 
 

 

创8:8-11 挪亞從方舟放出一隻鴿子  

传 14:11; 潔淨可以吃的 - 申十四11 

赛 38:14; 59:11;鸿 2:7 哀鳴 – 

赛60:8 馴養  

耶48:28 築巢  

無害的, 基督的溫柔 - 太10:16 

獻祭 - 創15:9 



 

 

 

 

潔淨: 婦女 - 利12:6,8; 路2:24; 拿細耳人 - 民6:10; 痲瘋 - 

利14:22 

燔祭 – 利1:14-17 

為不知道而犯的罪獻的贖罪祭(窮人) - 利5:7-10; 12:8 

為摸了死人而獻的贖罪祭 - 民6:10 

聖殿裡買賣 - 太21:12; 約2:14 

聖靈的象徵 - 太3:16; 路3:22; 約1:32 

和平的象徵 - 創8:7-12 

聖徒應當效仿它的溫柔單純(太7:16); 但不要效仿它的
愚昧 (何7:11) 

 



MAT 10:16  ιδοσ εγω αποζηελλω σμας ως 
προβαηα εν μεζω λσκων γινεζθε οσν θρονιμοι 
ως οι οθεις και ακεραιοι ως αι περιζηεραι  
 

ἀκέραιος 

UNMIXED, INNOCENT: - HARMLESS, SIMPLE. 



ἀκέραιος 

腓 2:14-16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

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

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

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罗 16:19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於众人，所以我为你

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NEGATIVE TENDENCIES: 
鴿子負面的傾向: 

愚蠢无知 - YÚCHǓN WÚZHĪ - STUPID IGNORANCE 

没有知觉 - MÉIYǑU ZHĪJUÉ – INSENSIBLE 



為他人而馴良的受苦 

賽53:5-7 

 

腓2:1-8,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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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第五十三章 
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
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6 我
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
都歸在他身上。 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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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第二章 
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
有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
以滿足。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
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6 他本
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
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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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第二章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15 使你們無可指
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16 將生命的道表明
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CHARACTERIZED BY: 
特點: 

10:16 簡樸 – 太10:16 

面貌秀美 – 歌2:14 

溫柔明亮的眼 – 歌1:15 

甜美柔和的聲音 - 歌2:14 

羽毛豐富 - 詩68:13  

哀鳴 - 鴻2:7 
 



象徵: 

聖靈 – 太3:16; 約1:32 

基督的柔和 – 歌5:12 

教會 – 歌2:14; 5:2 

哀悼者 - 賽38:14; 59:11 

轉化為教會 – 賽60:8 

11:11 以色列被擄後回歸 – 何11:11 



鴿子具有許多值得稱道的特性 

1. 美麗 

2. 純潔 

3. 生養眾多，一年中多數的月份都可懷孕和生產 

4. 和睦，他們喜歡他們的伴侶. 

5. 合一，他們是群居的動物 

6. 無辜 



基督對他跟隨者的吩咐: 

1. 像蛇一樣謹慎而聰明 

(1) 盡可能的避開人 

(2) 非常安靜地滑行 

(3) 善於到達其他生物無法進入的地方 

 

2. 鴿子的馴良 

 

單純的信心並對他人有慈心 



 

恩典融合了微妙與溫柔 

我們對他人的愛應該像鴿子一樣： 

1. 柔和 

2. 良善 

3. 清潔與單純 



 

基督徒要結合兩者 

察覺傷害，但不報復 

謙卑但不自卑 

以理性的論證來捍衛真理，並以生命生活來見證

真理 



蛇的智慧與鴿子的溫順 – 結合單純與謹慎 



如同羊在狼群中。手無寸鐵, 在凶狠和殘忍
之間; 在兇惡的敵人中間 



 
要像蛇一樣聰明。 謹慎，慎重。 蛇能非常
謹慎的避免危險。 



 
像鴿子一樣無害。 像鴿子一樣無辜。 鴿子
，和平，從不捕食其他鳥類，一直是無罪的
象徵。 



單一的來看, 蛇的智慧僅僅是狡猾，而鴿子
的無害只比弱點好一些些; 但結合起來看，
蛇的智慧可以使他們免於不必要的危險; 鴿
子的無害, 使人不因企圖逃避危險的罪性而
犧牲他人。 



 
你 - 你如何能對上帝帶到你生活中的每個人
有著耶穌的簡單而純潔的慈心？ 上帝願意
將聖靈賜給他所有的孩子。但我們必須願意
降服於祂。 



我們 - 如果我們有著耶穌的簡單而純潔的慈
心, 我們的社區會是什麼樣子？ 上帝希望我
們成為和平之子並勸人與神合好。面對今日
社會與全球的暴力和迫害, 慈悲和基督的愛
是唯一的出路。 這是我們的使命，靠著上
帝的智慧和引導, 他的愛和慈悲, 我們就能完
成它。 



今天，我們要花時間禱告，尋求上帝的心， 

尋求祂對那些被罪奴役和被世界所傷害的人
的愛與慈悲。 讓我們祈求上帝用那些使祂
心碎的景況來破碎我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