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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使徒行传》系列第十一讲。我是巴特‧巴克斯博士。

今天的讲题是「未完待续」。 

 

请打开你的圣经，请你跟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 28 章 17 节。在这一系列里面，我们

将会讲到更多信息，但我们要继续在使徒行传里旅行并做个结束。上星期时，我们主

要看了使徒行传第 20 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话。你记得吧，他

人在米利都那里，他把长老们召聚了过来，把最后一个任务托付给他们，因为他要上

路往耶路撒冷去了，最后呢，我们透过这整个经文，我们发现保罗上路往罗马去，最

后也直到地极去了。因此，我们眼前要看的这个经文是，保罗一路前往罗马，完成他

这次的旅程。 

 

请读使徒行传第 28 章 17 节，一直读到这卷书结尾的第 3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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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

们，我虽没有做甚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

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

撒，并非有甚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

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甚么不好

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

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

他们讲论这事，证明 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

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合，就散

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

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

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

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

们。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

受。」 

 

在 30 和 31 节，路加描述说保罗的使命是不断向前进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 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

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会促使我们有个欲望，就是要看到事情得到解决。举个例子，运动

竞赛就是我们想要得到解决的事情。世界上最令人觉得不满的事情就是，当比赛的结

果呈现死缠烂打的纠结状态，你看不出哪一队会赢或者是输。这件事没有办法可以解

决了。我们也都想要看到电视节目和电影里的情节最后都得到解决。在一部扣人心弦

的戏剧接近尾声时，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字幕就是「剧情待续」。我们都想要看到冲突

的事情得到解决。 

 

现在，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件事告诉我们，或者是提醒我们说，我们都渴望事

情得到解决。我们想知道事情最后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想知道故事发展到最后的情

形。我们真的都是这样，而且这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发现，路

加在使徒行传结尾的描述是这么令人不满。我的意思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一直在读

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说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得到改变，在接下

来的二十章里，我们就跟着这个名叫保罗的人走下去。在最后的七章里，我们从耶路

撒冷一路旅行到罗马，这其间经历了船难，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幸和危险。我们得知有

一个审判将要临到，就是保罗要站在西泽面前受审，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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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角度来说，他是这故事里的英雄，然而路加从没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他从没

告诉我们保罗确实发生了什么事。关于路加为什么没有把故事的结果告诉我们，现在

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理论，以及各种各样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看不到故事的结果的

理由，是因为这故事根本还没结束。这故事持续发展到这个教会的生活，就像是我们

这个教会里的生活。这星期在我们整个城市的所有人的生活里，使徒行传的故事持续

发展下去。在办公室，在工作时，在你的家，在你的邻居间，在上床睡觉前与生命还

没得到改变的孩子聊天时，到处有无数的传福音的机会，使徒行传的故事也在这里持

续发展下去。主在各处都给我们机会可以与人分享福音，就是耶稣的一生，耶稣的死

以及复活，使徒行传的故事是一直持续发展下去的。 

 

这个事实是一种祝福，同时也是一种说不出的恩典，就是我们必须让使徒行传的故事

持续发展下去，但同时呢，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个重担，因为我们很多人看到自

己的生活时，我们看不到福音如我们所渴望看到的样子在向前推动。如果我们都很诚

实，我们大多数人会说，没错，我们要过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共同做见证，在我们

所做的各种事情上，绝对都是这样的情形，但也有一个时候，就是我们被呼召用口头

宣扬福音。「给你一个理由」，当彼得说，「为了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盼望。」我们很

多人，包括我自己，当讲到这一点时，我们都会很挣扎，关于传讲耶稣，我们无法实

际与人沟通，找不到话题，实际上从我们嘴巴溜出去的那些话，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解

释。 

 

因此，今天我要你看的，我要你做的，就是我要看使徒行传 28 章 17-31 节，并且我主

要要做两件事。在福音的推动上，你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不论主在哪里呼召你，主

给了你什么机会，我为这些事要鼓励你。然后，我也不只是要鼓励你，也要装备你，

使你可以传讲耶稣，但大概不会是你想象的那种方式吧。 

 

因此，这里就是我要大家做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 28 章 17-31 节，你会注意到这一段

分成两个部份。首先，我要大家看到在保罗的一生中，福音是怎么向前推动的。我要

大家看看，在保罗的一生中，这件事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延伸出去，看看在我们的一

生中，福音的推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讲过这个之后，我要你，我也要大家都很

小心谨慎。我的意思不是，我们在保罗一生中看到的各种事情，也应该发生在我们的

生活中，这时我要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当我们讲到广传福音，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推

动，并且看到保罗的一生时，你听完这个信息时，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走出去说，

「我是有史以来最烂的基督徒。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到地极去，我也没有被人打。我

没有为了福音被人丢石头，而且你也知道，我没有每天对十个人做见证。我没有每年

对十个人做见证。」我不要你走出去说，「先生，我做得不够多。我不在那里啊。」

当我们在看像这样的经文时，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个

人都不是保罗啊。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当使徒。事实上，我要说的是，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去

当传福音的传道。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去当宣教士，意思就是我们要常常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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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地方，然后搬到另一种文化的环境里去，去接触另一个族群。保罗被呼召做过

的事，并不是每个人也都被呼召去做这些同样的事。如我们所知，我们所有人的呼召

都不一样。我们的恩赐不同。我们的机会不同。我们的影响层面也不同。事实上，我

们很少人会成为保罗的，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或许不能复制保罗的一生，但我确实认

为，像这样的经文，意思就是要我们复制保罗的心。 

 

因此，我要做的是，我要你们都读一遍这段经文。我要你看到保罗的心，特别是，当

他跟他周围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周旋时。因此，我要大家看到保罗的心。然后，第二

个部份非常简单。我要问大家，「我们要怎么进到那里呢？」我们要怎么进到那里看

保罗的心，我们也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了吗？因此，我们看到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

进到那里呢？ 

 

我们要继续推动福音… 

 

一视同仁地关怀别人的灵魂 

 

首先要留意到，如果我们要继续推动福音，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

关怀别人的灵魂。这是第一步。如果我们要看到福音被推动，我们就必须一视同仁地

关怀别人的灵魂。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有很多方面，在整个使徒行传，

甚至是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都有，但我要你思考我们看过的所有经文。尤其是上星期我

们已经看过很多经文了。因此，你会记得上星期我们已经涵盖使徒行传 20-26 章。因

此，我要带你回来看看，是什么事把保罗带到使徒行传 28 章这里的时间点里的。 

 

请往回翻到使徒行传 21 章 27 节。你记得我们说过什么吗？上星期我们看了保罗。他

在小亚细亚召聚了长老们，把他们聚在这个名叫米利都的地方，他就对他们说话，然

后圣灵告诉他，「嗨，你要受到逼迫。你会被人起诉喔。」因此他说，「我还是要去

的。」因此，他往耶路撒冷去了，他在那里停下来，然后看看在使徒行传 21 章 27 节

我们读到什么了。 

 

「那七日将完」，留意一下谁在这里…「犹太人」。留意这个字眼。「从亚细亚来的犹

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看到保罗在那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

这地方，也就是圣殿。『「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

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非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

一齐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 

 

因此，我们从使徒行传 21 章一路看到使徒行传 28 章，不论到哪个角落，不论走到哪

里，保罗一路上都被人紧紧跟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宗教领袖，统治者，所有人

都在压迫他。犹太人也在折磨他，寻求使他受逼迫，使他受到起诉的好方法。我们明

白这一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一直看到这种事在发生，就是保罗持续受到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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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般的逼迫，而是一次又一次受到犹太人逼迫。你不需要翻到这几段经文，但

我要你这样做，或许可以留意这些经文，也或许可以把它们记在你的圣经的边边上。 

 

听听看使徒行传的这几个经文，从使徒行传 13 章 50 节开始。「但犹太人…」留意一

下是什么人呢。「…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

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因此，从使徒行传 13 章 50 节，我们看到保罗被犹太人逼

迫。我们在使徒行传 14 章 2 节又看到了。现在是在以哥念，「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

动外邦人…」留意一下路加使用什么语气。「…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因此，我们在

使徒行传 14 章 2 节看到，犹太人叫外邦人心里恼恨保罗和巴拿巴。我们在使徒行传

14 章 19 节再一次读到，「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

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在使徒行传 17 章 13 节我们又看到，「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哩亚传 

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最后一次是在使徒行 20 章 3 节。「在那里

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因此，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在整卷使徒行传里，保罗踏踏实实地受到犹太人的

反对和逼迫。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经文，请留意一下使徒行传 28 章 17-31 节的第一

行。保罗已经到了罗马。由于犹太人的反对，犹太人的逼迫，以及犹太人对他起诉，

他被带到了那里。「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这一行写什么呢？「…犹太

人的」。 

 

现在，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只有两个选项。不是保罗被石头打到头壳坏掉，就是保罗

真诚爱这些人的灵魂，而且很显然就是后面这个情形。在使徒行传前后文，甚至在这

段经文的前后文，我们都看到这个事实了。保罗深爱这些人，也渴望他们归向基督。

这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吗？当我们继续往下读时，我们可以在 18 节看到他用什么方式

对他们讲话。一直往下读到 22 节，他在寻找一个机会，并不是不见得会冒犯他们，但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们，他就是要赢得这些人来听福音。 

 

我们在使徒行传 28 章 23 节看到这种事发生了。留意一下路加告诉了我们什么。「他

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使保罗可以传福音，「…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我要你

听听看是怎么描述这件事情的。「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讲论」这个字

眼是另一种思考怎么传福音的方式。他就是在传福音。一定是这样的，无疑地这种事

包含了发问题和做解答，但是「从早到晚」他把自己的整个心都挖出来给他们了。保

罗真的是在向那些人讲论圣经。 

 

然后，留意一下圣经怎么说。我们看到，有两个修饰语被用来形容他是怎么做这件事

的。「证明 神国的道」，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因此，我们看到什么了？留意一下路加是怎么描述的。留意

一下他是怎么描述保罗传福音的情形。首先，他说这包括证明某件事。他说，「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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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国的道」。在那里用到的这个字眼，它的意思是「很严肃地宣讲」，或者说「用强

调的语气宣讲」。意思是用严肃的誓言对人下指令。举个例子，意思就是警告别人。 

 

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什么呢。我们要把几个事实呈现给大家。我们要讲

一个故事。这不是我们的故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跟保罗作见证的方式相

同，而且有一个对象在里面。他在作见证，不是为他自己或为别的事，而是为基督里

的神国的道。他为基督作见证，但我要你留意一件事，正如路加所描述的，他并不是

没有感情地向人证明。更确切地说，留意一下他使用的字眼。他说他是在「努力」。

他在「努力劝勉他们」。在努力向他们劝说。在那里用到的这个字眼，里面蕴含着热

情和感情。是在恳求人们来归向基督。 

 

很有趣，在希腊神话里，有个希腊女神名叫帕索斯。在这里用了相同字根的字，来描

述保罗是多么努力劝勉他们的，她在希腊神话里是诱惑人的女神。她是说服人的女

神。因此，我认为这样说并不过份，就是路加在这里讲到的关于保罗传福音的事，正

如事情就是这样，保罗就是在向他们乞求。他在恳求他们来归向基督。如同他在哥林

多后书第 5 章 20 节所讲的，他是在哀求他们与神和好。他在恳求他们来归向基督，当

我读到这里时，我就立即认罪，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大多数时候，我都缺少这种热

情。大多数时候，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闭口不言，而且我心里知道，正如我们的主

最能把这种事显明出来，在我眼前的这个人，他正在前往一个没有基督同在的永恒里

去。然而，我经常发现我的心对他们的永恒漠不关心。 

 

弟兄姊妹们，当我看这段经文时，我看到保罗用三天的时间把他们找出来，连三个月

或三年都不是喔。在三天之内，他把他们召聚到他自己这里来了。他指定了另一个日

期，要他们都来听福音。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论福音。他在证明神国的道，他也在企

图说服他们。他哀求他们，乞求他们都来归向基督。 

 

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提醒我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忽略我们周围那些灵魂失丧的

人。我们周围这些人也许是虔诚的信教者。他们也许是小区的领导人，就像使徒行传

28 章这里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也许显得什么东西都有了。他们甚至也许没有在寻找福

音，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没有了基督，每个人都注定要下地狱。每个人都赚到了地

狱。每个人都是背叛神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所有人若

是没有了基督，都要在神永恒的愤怒下度过永恒。我们不能把我们周围那些灵魂失丧

的人忽略掉啊。 

 

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热情地向我们周围那些灵魂失丧的人恳求。想想罗马书第九章

吧。保罗，当他讲到他的国人时，他说，「喔，我的心碎了。我的心多么渴望啊。我

的心多么地痛，就为了他们可以来归向基督。」他们得到了所有的应许，所有的恩

典，他说，「喔，但只要我肉体上的同胞们愿意归向基督，我被碎尸万段都无所

谓。」我很纳闷：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呢？并不见得是针对犹太人，虽然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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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这样子，但要特别针对神摆在你周围的那些人。就是这样，你要针对你的「肉体

上的同胞们」。我们都有这种热情吗？ 

 

听听施布真怎么说吧。施布真总是这么爱对人提出挑战。听听他对传福音的说法吧。

他说，「如果罪人是该死的，那就至少让他们跨过我们的身体跳到地狱里去吧。让他

们去的时候有我们的手臂围绕在他们的膝盖上。不要因为没有警告他们或没有为他们

祷告，就让任何人下到地狱那里去。」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关怀别人的灵魂啊。 

 

对神掌管的大能有相同的信心 

 

第二，我们必须对神掌管的大能有相同的信心。推动福音，关怀别人的灵魂，然后是

对神掌管的大能有相同的信心。我们继续往下读时，留意一下路加在 24 节怎么说。保

罗刚对人传讲福音。从早到晚，他都在对他们讲论，作见证，以及恳求他们。然后，

留意一下总结是什么，24 节就是最后的结果，「有信的」。讲得很坦白，不是吗？是

这么符合事实啊。「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保罗。你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你订了一个日期要他们都过来。无疑

地，在这些人来之前，保罗已经花时间为他们祷告了。为他们的心祷告。为他们的被

改变祷告。祷告求福音可以被解释清楚。然后他用白天的时间，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

圣经。他回答他们的问题，作见证，并且恳求他们，然后照字面上，经文是说，「他

们有些人开始被说服了，而其他人还是不信。」对于已经发生的事，这评价真是非常

负面。几个人信了，然而大多数人还是不信。 

 

你曾经为了福音把自己的心都挖出来吗？曾经为某人祷告吗？曾经渴望某人归向基督

吗？神给你那个机会与人分享福音，他们就是不回应吗？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教导

人，与人分享福音，这些事就是跟我们的计划不同调。这些事所产生的效果跟我们所

渴望的恰恰相反。 

 

我可以想到我几年前讲过的一篇信息，我是在另一个教会讲这个信息的。那是圣诞节

过后，新年之前。那个信息是有点关于新年这节日的。因此，我是讲腓立比书第四章

八节，就是，「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

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知道

吗，这真是令人振奋的经文。因此，我在鼓励会众。我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一

个倾向，就是会跑向负面的事，跑向批评的事，跑向没有利益的事，因此呢，让我们

在今年把我们的眼睛注目在基督身上，只钟爱基督。让我们高举基督，真正专心一意

在祂身上。」那个教会的聚会是早上十一点开始的，而且应该中午十二点结束。我有

一个相当固定的习惯，就是走到门口与弟兄姊妹握手，因此我那天大约在中午十二点

就结束了。如同我的一贯作风，我走到后面跟要走出去的人握手寒暄，有一件事我永

远忘不了，就是有位姊妹正在走出去。她对我的信息不做任何评论。她只是用最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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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情看着我，她对我说，「我看得出来你没有拿到圣诞节用的闹钟。」然后就走出

去了。我听了好吃惊啊。 

 

不论主在哪里给我们机会，与人分享福音，传福音，以及对人教导福音，这些事都是

一样的情形。有时候就是不会产生我们所渴望的那个效果。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就是

产生不出我们所渴望的那个效果。一生中会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冒险。不论用什

么方式，不论你的一生是怎样，主会催促我们与人分享福音，催促我们传讲基督，我

们就要去传讲基督，结果呢，我们会被人拒绝，被人嘲笑，被人排斥，他们会拒绝福

音。然而，我要你注意，这些事是会发生的，而且已经发生在保罗的生命中了，我要

你留意保罗是怎么回应的。保罗做了两件事。 

 

请看第 26 节。首先，保罗传福音，讲论圣经，为基督作见证时，他被人拒绝了，他们

拒绝了，首先留意到，他仍然安歇在神掌管救恩的大能里。看看他在 25 节中开始怎么

说，「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我们不知道保罗是不是在他

们转头过去的时候讲这句话，因此，这有点是他做的结论，或者用另一种方式翻译就

是，他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压垮了骆驼的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因此，我们不确实

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然而，不管怎样，这是保罗对已经发生的事所做的评价。有些

人信了，其他人还是不信，因此他就引用以赛亚书的话。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

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

道， 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事实是：神有时候会克服刚硬的人心。赞美神吧！ 

 

在我们遇到的情形下神这么做了。有时候神的确会克服刚硬的人心，而且也的确需要

神才能克服刚硬的人心。真的，神的奥秘，圣经的奥秘，这些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我们不能把这些同时放进一个很美又整洁的包裹里，但有时候，不管是什么理由，不

管是现在或以后，神都不会这样做的。不管是什么理由，神不会一直克服刚硬的人

心。我们都有一个倾向，也是我们的试探，就是神这么做也好，不这么做也好，我们

总是感到绝望。 

 

我要你看到的是，保罗并不绝望。保罗仍然安歇在神掌管救恩的大能里。他知道他受

呼召，并不是要转变单一个人的灵魂。他是被呼召传福音的。因此，保罗在这件事上

安然歇息，然后看看 30 和 31 节里，他是怎么感到自由又随意的。由于安歇在神掌管

救恩的大能里，结果呢，之后他用两年的时间自费租房子住，而且「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留意一下他怎么做。他并不绝望。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停止

传讲耶稣的事。更确切地说，他断然不做这种事。他在「放胆传讲 神国的道，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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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福音被拒绝时

我们不需要绝望。更确切地说，我们要忠心持续宣扬福音。 

 

你也许想要在这笔记旁边写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22-24 节。这段经文真的

让我们一眼就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这里看到的细节，这些细节都发生在保罗的使命以

及他写的书信里。听听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22-24 节怎么说。他说，「犹太人是要

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但留意一下保罗怎么说。这是他们在寻找的东西。这是他们

想要的东西。这是他们会接受的东西。这是他们要在传道者身上寻找的东西。他说，

「但我们不给他们神迹，我们也不给他们智慧。我们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里的

动词时态是现在式，表示是正在活动中。简单的意思是，这是持续在进行中的事。他

们寻求智慧。而我们传基督。他们要求神迹，而我们传基督。他们拒绝了，我们还是

传基督。他们嘲笑我们，我们还是传基督。如此循环下去，我们还是传基督。然后，

这就带我们看到他是怎么说的，「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有些人会

得不到福音，因为他们自己的心太刚硬了。「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

人，基督总为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对基督的国度有相同的热情 

 

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能作主的。我们被呼召不是要救任何人，而是要传福音，对

别人的灵魂都一视同仁地关怀，并且对神掌管的大能有相同的信心。第三，我们必须

对基督的国度有相同的热情。对基督的国度有相同的热情。我要你看到，我认为比起

关爱别人，或者为了任何一种属世的理由，什么事更能驱策保罗的心呢，但并不是这

些事情都是不好的喔。这些全都是好事。我要你看到，我认为什么事在驱策保罗的

心。 

 

我要你看看第 20 节。我们可以在 20，23，以及 30-31 节看到这件事。这些都是平行

的观念。我要你看到，在 20 节的开始，我们读过了。我们可以回到 19 节。「无奈犹

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西泽，并非有甚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然

后，留意一下这里连接下去的话，在下面画条底线。「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然后，还有另一句接下去的话，提供我们一个根本的理由，说明保罗为什么受到这么

大的驱策，为什么他这么渴望见到他们。「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是因为以色

列人所指望的，」保罗说，「我才被这链子捆锁住啊。」 

 

这就假定这问题是正确的了，以色列人的指望是什么呢？对保罗来说，以色列人的指

望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事情这么驱策他，这相同的指望是不是也在驱策我们呢？我要

暗示你，如果我们正确了解以色列人的指望是什么，那么这就是了。请跟我一起往回

翻到使徒行传 23 章 6 节。「以色列人的指望」这句话和相关的话，都被使用在好几个

地方。如果你要把它们记下来，我会继续往前看，把这些都告诉你，以色列人的指望

贯穿保罗面临的一连串试炼，从使徒行传 21 章一路看到使徒行传 28 章，我们看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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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一直被提出来。举个例子，首先是在使徒行传 23 章 6 节。然后是使徒行传 24 章

14-15 节，使徒行传 24 章 21 节，然后又出现在使徒行传 26 章 6-8 节。 

 

现在，我们来看其中的几段经文，因为我认为这相当清楚，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以色

列人的指望」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 23 章 6 节是保罗最初受到起诉的时候。这里说，

『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

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如果

你看那一句，你在那里会看到，「是为盼望死人复活。」文法上这两件事是纠结在一

起的。两件事是一起进行的。因此，它们真的是讲到相同的一件事。实质上，这盼望

就是死人复活。这就回答了「什么是以色列人的盼望」这个问题了。「死人复活是什

么呢？」 

 

如果我们思考盼望是什么，我们会马上想到天堂和我们的复活，这些都包括在里面

了，但有趣的是，「死人复活」这句话，「死人」是个复数。因此，这真的是死去的

人的复活，包括了所有的人。他在讲不只是只有义人的复活，而这也正是我现在在说

的。不光是义人复活，邪恶的人也复活。 

 

我们在使徒行传 24 章看到这件事。现在请往回翻到那段经文。我要确保你明白我并不

是拉着你很快看过去。在使徒行传 24 章 14-15 节保罗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

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 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

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 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

自己也有这个盼望。」保罗的答案就回答了问题。有盼望的事情是怎样呢？邪恶的人

的复活，恶人的复活，这些怎么会是好事一桩呢？以色列人的盼望是怎样呢？ 

 

当我们深入看使徒行传 23 章，使徒行传 24 章，然后是使徒行传 28 章，那里保罗讲到

以色列人的盼望，我们特别会看到旧约真的使我们受益良多。这些都一次又一次提醒

我们，以色列人在引颈期待有一天国度会来临。这就是这问题一点都不荒谬的原因。 

 

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你记得这卷书的开头吗，他们问，「主啊，你…就在这时候

吗？」做什么呢？「复兴以色列国？」这不是个很差劲的问题。他们只是不明白在什

么时候以及方法是什么。这真是个好问题啊。他们在引颈期待国度的复兴。他们期待

有一天神会来临，弥赛亚会来临，而当祂来到的时候，祂会怎么做呢？祂会审判义人

和不义的人。祂会使死人复活。在那一天，神会跟所有背叛祂的人算总账，以赛亚书

第 35 章形容在这一天「瘸腿的要跳起来，哑巴要唱歌，耳聋的要听见，瞎眼的要看

见，死人要复活得生命。」他们在引颈期待有这么一天，弥赛亚要来临。那时国度要

来临。神要赐新的心给我们。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祂要解救被掳的人，使他们得自

由。东离西有多远，祂就把他们的罪丢得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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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 28 章这段经文，我们听到关于以色列人的盼望的事，这

提醒我们一件事，对保罗来说，我们读一遍使徒行传时看到了，国度的盼望，弥赛亚

的来临，这些都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的事。对保罗来说，国度现在已经来临了。国度

就在这里。透过人以及耶稣基督的善工，以色列人的盼望已经临到了。由于耶稣的一

生，耶稣的死以及复活，神的国度已经来临，并且正如路加的描述，国度临到了税

吏，临到罪人，也临到妓女。在我们当今的时代，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对不起老婆的老

公们，和欺骗老公的老婆们，临到不乖的小孩子，身败名裂的人，以及局外人，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从羔羊的宝血得到赦免了。国度已经来临了。那些远离神的

人。那些被抛弃的人。那些生性挥霍的人。神的国度已经来临，祂把他们都带进国度

里了。这是我们必须传扬的好消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四福音书里一次又一次说，

祂是来传神国度的好消息的。 

 

在使徒行传四章，我们读到他们在传好消息。使徒行传八章 12 节，我们读到他们在传

神国度的好消息。这真是个好东西，我们必须把它拿出来给别人。神的国度已经来

临。没有人是离得太远的。没有人的罪是太大的。没有一个罪是太严重的。没有一个

过去的经历是太多样的。没有人的名声受到太大的毁损。神的国度已经来临，临到这

些事情，如果真有这些情形，如果这些事都是真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我

们的心思放在琐碎的事情上。如果这么深奥的事情，永恒的影响都是真的，我们就不

能把心思放在正在消逝的世界里的风潮时尚，消遣娱乐，体育运动，政治势力，权势

地位，金钱财富，以及男欢女爱。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心思放在琐碎的事情上啊。 

 

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深爱福音的故事。意思并不是说，除非是讲关于基督十字架的

事，否则我们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聊天。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跟我们周围的人愉快

地聊天，互相交流，发展友谊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比

别的事更重要，而基督的十字架更是最至高无上的事。这世界充满了试探，要我们把

心思放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撒旦在我们前面放了一张菜单给我们选，就是想要使我们

分散注意力。这里面有很多道菜都还不错。并不是我们天性就会犯的罪，然而他把这

些摆在我们眼前，引诱我们不要献身在最大的事情上。因此，我们就不会献身在基督

的一生，基督的死以及复活这些事上。我们必须深爱福音的故事啊。保罗说，「我不

以福音为耻，因神的大能已经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信念呢？ 

 

实际的应用 

 

现在，看过了使徒行传第 28 章，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要推动福音，我们就必须对别人

的灵魂一视同仁地关怀。我们必须对神掌管的大能有相同的信心，我们也必须对基督

的国度有相同的热情。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这些赤裸裸的命令都留给你，并且

只说，「你知道吗，就去做吧。」你只需要对基督有更多的热情，你只需要有更多的

信心。你只需要有更多的爱，更加关怀你周围的人。即使这些命令对我们来说已经够

了，我认为，有太多传福音的信息，分享福音的信息，这些信息经常会让我们觉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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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像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就去这样做。」我应该知道的，因为我以前已经讲过

了，但我不想再讲一次。 

 

我要带你一起思想最根本，最基础的动机。我要在基础层面上装备你，不只要告诉你

做什么，也要告诉你如何去做。我要引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神学教授麦克霍顿的

话，说，「严格地说，因为教会是首先的地方…」很显然，他的意思不是指建筑物的砖

块和水泥，他是指众人聚在一起。「严格地说，因为教会是首先的，神在这地方…」留

意一下「神在这地方」，留意看看优先的行动是什么：「…神在做某些事情，就变成了

一群人，他们属于一个新的社会，这社会是在现今邪恶的时代下形成的。」然后他讲

到，透过传福音及服事的行动，我们要怎么做这种事。「借着他们做见证和实际行

为，信徒们都跟邻居分享他们得到的恩赐。」与人分享福音。我们是跟邻居分享基督

的一生，基督的死和复活，但留意一下最后两句话。「然而，在他们可以服事之前，

他们必须先被服事。在他们可以行动之前，他们必须先得到。」 

 

我们有多少次把顺序倒过来了。「我会做的，然后也许神会陪着我一起走。我进度超

前时，也许神会帮助我。」然而，霍顿是说，神在做了。神感受到了。神在行动了。

然后，多到容不下的时候，我们也要行动了。在我们可以服事之前，我们必须先被服

事。在我们可以行动之前，我们必须先得到。我认为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好地方可以看

到这点。你要非常仔细听听我要说的，因为我要让你看看凭什么条件我会这样说。事

实是，关于传圣经的福音，并没有非常多的命令给我们。你思考过这件事吗？我的意

思是，我们当然有一些命令，因此我不是说一个都没有。我们有这些命令的。很显然

大使命就是了。耶稣叫我们去使万国之民做主门徒。我们有一些命令。像是，我们有

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这个经文，但我要指给你看的是，关于传福音，并没有太多的命

令给我们，但却是有相当多传福音的例子。 

 

你留意到了吗？没有很多命令要我们这样做，但是更确切地说，在我脑海中，有很多

这些事的例子。特别在使徒行传里，这些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些例子跟我刚刚引

用的话是一致的。与人分享福音的意思，不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很做作地操练什么事。

更确切地说，是要在我们一生中自然而然地把福音流露出来。不是从这里出去，去做

某些事。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这里，有东西从这里出来。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

这么重要的原因。在可以先传给别人之前，我们要先在主所赐的每个日子里聚在一

起，听听传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要聚在一起

唱福音的诗歌，这件事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要聚在一起，在洗礼和主最后

的晚餐里，我们看到福音重新上演，这件事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要聚在一

起，透过福音过团契的生活，这件事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要默想，要聆

听，要思想，要为福音祷告，为神代替我们做的事祷告，是在人里面，也透过人，以

及基督的善工成就这些事的，这件事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神是付出行动的，而

我们是接收的人。然后呢，这些事就会在邻居间，在家里，在家人间，以及在全世界

中发挥出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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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我们传福音的信息与动力。 

 

因此，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来看一件很明显的事情，这件事在新约中也是很明显的。福

音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与信息。我并没有要「用这种方式开始，用这种方式结束。」

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信息。祂是圣洁的神，而我们都是罪人。基督已经来了，在

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刑罚付出完全的代价。祂已经从死里复活，所有对祂有信心的人都

要得到永生。这就是福音，但我要确保你把这些点都连接起来了，就是这不只是我们

的信息，也是我们的行动方式。是福音使我们动起来去与人分享福音。我们从我们分

享的福音里看到的就是这样，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想一想吧。我要你把这些点

连接起来，就是我们将要讲的，以及我们已经讲过的。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关怀别人

的灵魂。 

 

当我们… 

 

我们应该对神掌管的大能有相同的信心，也应该对基督的国度有相同的热情，但我们

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透过福音去做，因为是这样的，当我们想起福

音的恩典时，我们就受到激励，可以对别人表现真诚的爱。在你一生中讨厌过谁吗？

也许你一生都讨厌不信主的人吧？我不会这样鼓励你说，「嗨，你就是需要这么做

的。你就是需要更关爱那个人。你就是需要付出更多关怀。」我的意思是，这是事

实，但是我要告诉你，唯有借着付出真诚的爱，我们才能做到。只有付出真诚的爱，

我们才可以做到。我们看到保罗为神的国度做见证，向人劝说，哀求他们归向基督。

当我们想起，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在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祂为

我们死了，如果这位圣洁又无穷尽的神差遣祂的独生子这样做，我们也一定能为像我

们这样的罪人这么做的。我们一定能用那种爱，以及透过福音的大能爱他们的。 

 

当我们想起福音的恩典时，我们就受到激励，我们可以对别人表现真诚的爱。还有，

当我们拥抱福音的真理时，我们就会变得很强大，我们可以面对别人的拒绝。当别人

拒绝你时，你要怎样才不会绝望呢？你要怎样才不会退缩，你要怎样才不会因别人拒

绝福音而变得沮丧呢？要用这种方式：要记得一件事，我们的身分跟你为基督赢得多

少人的灵魂是没有关连的，我们的身分是跟这有关连，就是耶稣是谁，以及祂代替我

们做了什么事。是透过记住福音是什么，回到福音本身，就是，「没错，他们也许会

拒绝我，但我在基督里被接受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接受的人，

因此福音的大能胜过人的意见。 

 

最后，当我们看见福音的奇妙时，我们的心就被搅动起来，只钟爱基督的国度。几个

星期以前，我已经讲过使徒行传 15 章，你记得吧，这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大会里的事，

因此要强调在那里有荣耀的恩典的福音。因此，那天早上我从九点讲到十一点，然后

那天晚上回来，当然我就是在六点又有讲道的服事。我一直在讲道，完成了所有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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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后，我走下这些台阶，准备要到后台去然后回家。我真的真的累爆了。相当诚实

地说，我为自己这么不敬虔的态度感到很愧疚，我看得出来这个人很想跟我说话。而

我的肉体很想赶快回家，然而圣灵却感动我跟他谈一谈。 

 

因此，我的确走下去，问了他的大名，他就告诉我，然后他说他是从城外来的。在我

们教会里，这种样子有点太随便了。他是从别的州来的，实际上，他那天晚上只是偶

然在这里出现。因此，我们就互相自我介绍，然后他马上就说，「关于你说的信息我

有一个问题。」我心想，「好啊，请说吧。」他接着说，「在你的信息里你说到，在

基督里，最软弱的信徒和最坚强的圣徒都同样被证明是无罪的，在神面前都同样得到

赦免。」他又说，「你相信这种事吗？」我回答说，「没错，我相信这种事，是的，

我的的确确相信。」他就说，「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为什么别人

告诉我要做这几种正式的祷告？为什么别人告诉我必须接受圣餐，我必须这样做，那

样做才可以得救？为什么别人这样告诉我呢？基本上呢，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就是我

说的才是真的。」 

 

因此，我们坐在那里谈了大约四十分钟，他听我讲话，而他是最亲切的听众。因此，

我带他再看一遍经文，一段接着一段，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神的免费的恩典。我带他

读了约翰福音第十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三章，和罗马书第四章。我对他讲

十字架和福音。我忘不了这件事，在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有点往别的地方瞄，然后他

说，「你真的说，我要做的就只是相信耶稣，然后就会得救吗？」在那一刻，这么一

问有点打击到我了。「耶，我们确实这么相信的。」我们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有耶

稣，虽然我罪贯满盈，虽然我满身羞耻，虽然我咎由自取，还有虽然我赚到神对我大

发震怒，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祂所过的一生也是我应该过的，祂在十字架上受的死是

我应该受的，祂已经战胜死亡，荣耀地复活了，所有称呼主名的人，没错，他们的的

确确都会得救。 

 

我要告诉你。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被更新了，我真的渴望要在我的邻

居间把福音传开来，而且不论神要带我去哪里都是如此。我没有做过这种事。在我自

己心里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仅仅只是由于那个在带着我走的福音把我整个更新了，

然后我就想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了。就我的看法，这就是方法。有很多方法的。也有很

多技巧。有各种各样的事可以探索，然而，基础上来说，如果我们想看到福音，如果

我们想看到福音的推动，如果我们想关怀别人的灵魂，我们就会想对神掌管的大能有

信心，对基督的国度有热情。这种热情可以在使徒行传 28:17-31 看得到。这种热情来

自一个管道，而且是唯一的管道，那就是福音。让我们把自己献身给福音吧。 

 

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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