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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系列第十二讲 

主题：使得救的人倍增 

讲员：大卫‧ 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追求分别为圣的生活」系列第十二讲。我是大卫‧ 普莱特博

士。今天我要接着上一讲的主题「使得救的人倍增」，更深的来探讨如何使得救的人倍增。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拥有一位救主，将祂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祂擘开饼，对我们说，祂就

是生命的粮；又给我们水喝，告诉我们，祂就是生命的活水；祂爱我们极深，为了我们，宁愿

被钉在十字架上。祂深盼向我们显明自己的爱，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去传递祂这样的爱，

这并非难当的事，就算你认为自己做不了什么，你不会画画，也不会带活动，但至少，你一定

提得动一只行李，再多带另一只，里面装满第三世界人们的需要。 

 

我们有一位甚愿向我们表达爱意的神，而祂的儿女也能够去传达这样的爱，祂最终的计划就是

让所有的世人都拥有祂的爱，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得一起来想一想，神的儿女，教会该如何

去参与祂这样的计划？请一起翻开圣经，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在上一讲

谈到，当门徒们彼此合一，竭力传福音时，主不但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并且信徒在质和

量上都快速的增长；我们也谈到敬拜和作见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还谈到了，圣灵的工作和能

力不是只显在信徒们聚集时，当信徒们为福音散到各地时，圣灵的大能越发显在他们身上。今

天，我们要来谈谈主使教会增长的最后一项特征，老实说，就我个人认为，最后这一项，也是

最重要的一项。如果这不是最重要的，那肯定会比其他几项特征让我们造成更大的错误。这项

特征在当今的教会总是被忽略，被漠视的。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相当的重要，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先前曾讲过，主用来增长教会

的五种方法，初代教会常是并在一块运用，而我们往往将它们个别看待，像是：门徒们彼此连

结、成为一体，又合力传扬福音；他们同心敬拜、并为福音作见证；他们共同聚集，为要在真

理上互相造就，又分散各地向世人传福音。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的是，他们如何把本地的

需要和普世的需要放在一起。 

 

我们同时面对这二大块的工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由同一位作者，路加所写成的。在

路加福音一开始，作者就从耶稣在圣殿、在犹太会堂写起，非常富有犹太文化的背景；在使徒

行传第一章里，也同样以犹太社会背景来切入，描述主的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很有趣

的是，当你一路往下读，读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时，你会发现，所记载的场景

已完全从犹太社会转移到外邦人的世界，保罗进到与犹太文明有极大差异的罗马城里，足足花

了两年的时间在那里传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负担上的一个转

变，他们不但看重本地的需要，更看到神国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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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究初代教会与众不同的原因，现在，我们来全面回顾一下，主

将初代教会的样式显给我们看，有什么样的目的呢？藉此给我们哪些重要的提醒呢？主希望我

们看到，初代教会不但看重本地的需要，更看到神国度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 8 节，我相信大家对这节经文都很熟悉，事实上，我们在这个

主题系列中已经读过了好几次。当中有个字一连出现了三次，我要请你把它圈起来。好，一起

来读，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

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那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和」，并要在耶路撒

冷，「和」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和」地极。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节经文里所看的是一连三个的「和」，然而，我们常常将这个「和」，

主动转为「或」，我们会选择性的去传福音，「或」是耶路撒冷，「或」是犹太地，「或」是

撒马利亚，这是不符圣经教导的。这个「和」是使徒行传所要传递的一个主轴，从第一章到第

七章，福音传遍耶路撒冷，但到了第七章，福音暂时受阻了，发生了司提反被石头打死的事，

但奇妙的是，到第八章 1 到 4 节，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

都分散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福音随着门徒的四散而传到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正应验了第

一章所说的。在八、九、十章，福音在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广传，路加在第九章末了特别提

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马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再看到第十章 34

节，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盼望向万民显明祂的福音、祂的恩惠、爱和怜

悯，不分种族，不分地点。 

 

再来，从第十一章直到第二十八章，讲的都是安提阿的教会，门徒已经将福音带到外邦世界，

带到与他们文化、信仰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当中，圣经上说，「主与他们同在！」神藉由使徒使

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传到地极，神的计划是「和」，囊括所有的，没有

一个被排除，没有一个遗漏，不是我们选择往这里或那里传福音，主郑重托给教会的责任是全

世界，将福音带到全世界。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常常将本地的和普世的需要分开，我相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初代教会一样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同时也相信，今日教会必要传

承初代教会的使命，让福音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听过，并不表示绝对没有这种教会存在，只是我还未听过：哪一个教会有

将福音传遍地极的好策略，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得来了解二个不同的层面的问题： 

1. 现今教会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态度」 

2. 影响世界的门徒需做「积极有生命力的选择」 

 

所谓「危险的态度」，其实，我们早就陷入这样的圈套；而「积极有生命力的选择」指的是我

们从新约教会所看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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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谈谈所谓「危险的态度」。今日教会有三种习惯性的说法，事实上，这三种说词都直

接反应出我们对圣经的基要真理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说，我认为这些说法只是我们推卸普世

宣教的使命，所用的借口而已。一起来看看有那三种惯用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宣教，虽然你常常跟我提到各国的需要，但是，神没有呼

召我到海外宣教。」当我们这么说时，是在释放二种讯息：一，我们没有受大使命的呼召，那

是一个特别的「规划」。我们把大使命归类为一个非必要性的规划，那是少数虔敬的基督徒才

领受的呼召，「那是他们的事」。我们视大使命为一项特别计划，不认为那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的命令，我们无视于这项吩咐。然而，我要先请大家来听听看，我们对主的话常有的反应，马

太福音第二十八章 19 节，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们却回应，「主这话

是对某些人说的」；而当我们听到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

息」时，我们就会回应，「主啊，这是祢告诉我们，祢一定要使我得安息啊！」；主又说，

「你们要作我的见证，直到地极。」我们会回答，「是的，主啊！呼召他们吧！」；但当我们

读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就会说，「是的，主啊！顾念我

吧！」 

 

请问，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划分基督徒的义务和特权？我们又凭什么要认为所有的特权都适用在

我身上，而义务则是给少部份、被拣选的人呢？所以，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说词是，「神没有

呼召我去宣教」，宣教是神对某些人的特别计划。 

 

还有。我们也常会说，「嗯，我的负担在这里，不在海外教宣，不是每个人都受海外宣教的呼

召的。」坦白说，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躲避呼召的一颗烟雾弹，大多数说这种话的人，也很少持

续投入在本地的事工。就算是有，我们会更坚决的说，「我心系这里，心系我们的国家。」这

些常见的说法听起来很合理，很不错，也似乎很属灵，直到我们意识到其实这些说词早已将我

们的属灵软弱展现无遗。神的心是给世上所有人的，如果祂的心是要给世上所有的人，而你只

顾念自己的国家，就表示你只拥有神 5%的心；如果你只顾念自己的家乡，更表示你或许连神

1%的心都没有。 

 

为此，我们也许还很庆幸自己拥有神 5%的心，相当的引以为傲，夸耀的说，「我心系国

家」。我们自己营造一种想法，认为具有神小部份的心，应当算是比较属灵了。事实上，当我

们自己宣称，「我的负担在这里，不在海外教宣」时，正表示我们无法了解神的大使命。这样

的想法，追根究底，只不过比刚刚我们讲的，把大使命当作是一种额外的计划来得好一点点而

已，或者说，我们企图把宣教区分为「本地的」和「海外的」，然后选择其中一项去做。这种

「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宣教」的说法，直接反映出我们不明白救恩真理。 

 

例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的转变，当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基督，他的罪

得赦免了，当下，他立刻接受了主的呼召去传福音，传到列国，传到外邦世界，随后，保罗告

诉我们什么呢？请你往后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如何形容他的救恩，非常的

重要，务必要存在心里。保罗表示他的得救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神为什么要救他呢？一起来读

15 到 16 节，保罗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



4 
 

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你了解他的意思

吗？保罗说，「神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将基督启示在我心里」。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神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好叫我能做什么？能在外邦人中、在列国中去传讲

祂、宣扬祂，基督在我心里显明，为要使我到万国万民中去宣扬祂。 

 

你务必要明白，保罗并不是说，宣教是主给我们的一项特别的呼召，而是说，宣教是我们得救

的目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我们会乐意将生命献上，竭力将福音传到全世界。 

 

请再翻到罗马书第一章，这里说的更清楚了，我要请你特别把一节经文划下来，请看到第 14

节，保罗正要开始阐扬福音，请注意听他怎么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

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

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请你特别留意一个

字，最好把它圈起来，「欠债」，你可能把它翻作，「不管对希腊人或化外人，对聪明人或愚

拙人，我都是他们的债务人。」保罗在这里用「欠」字来表达，意思是，我欠世上所有失丧的

灵魂一个债，必须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是负债的，对世人的得救责无旁贷。因为保罗拥有基

督，就应该把基督分享给世人。 

 

这不是很合理吗？那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当负的义务，我们既已得救，就有义

务去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特别的呼召，而完全是我们得救的目的，每个被赎回得以

站在天国这边的人，都负有一个债务，要将失丧的人从地狱边缘拉过来。容我再说一次，每个

已得救站在天国这边的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神乐意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

们都负有一个债务，就是要从地狱边缘赢回失丧的人。我们有义务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欠全世

界福音的债。 

 

然而，我们都疏忽了。我们会刻意将自已从抢救失丧和垂死世界的重担中抽离出来，然后以虔

诚的态度洁净自己的手说，「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太可怕了？」我们将身为信徒，需要让世

人同享福音的义务给拨开了，把本地的需要和普世的需要给区隔开了，漠视了我们蒙恩得救的

目的。今天，我们罪得赦免，因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而得了永生，我们怎么有办法坐在这

里，找一堆不愿向世人分享福音的借口呢？这合乎圣经吗？我们还企图以「神没有呼召我到海

外宣教」做属灵的面具来掩饰自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这么说。 

 

第二个常用的说法，「我多作宣教奉献可能比我直接去宣教更有用吧！」请不要误会我的话，

我的意思不是指：奉献并不是基督的跟随者参与宣教的一部份；它绝对是。我们也谈过很多

次，我们有责任去供应所有的资源，奉献是宣教的一部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这样

的说法，在根本上是不合基要真理的，那不是出于我们的救恩，而是出于我们自己所认定的福

音。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几年前，我打算到苏丹去，旅费相当昂

贵，大约要三千到三千五百美元，光是机票就占一大笔费用，到了当地还得包机进入我们要去

的地方，再加上其他的必备物品。我记得有一位姐妹跑来跟我说，「大卫，你干脆把钱奉献给

他们就好了啊！不需要自己去嘛！你算算看，你去个十天左右能做什么，倒不如把三千五百美

元给他们来得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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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么一说，当下还真让我蛮挣扎的。奉献真的比直接去服事更有用吗？我这样做才是一个忠

心的管家吗？后来，我们还是去了，在近二十年的内战下，苏丹有近百万的弟兄姐妹相继丧

命，我们坐在一个被炸弹蹂躏的村庄里，我坐在那里，跟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安得烈交通。他看

着我说，「大卫牧师，过去这二十年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供应我们各样的物资，大多数帮我们

从其他国家募款，再把所需的生活用品送来给我们。但是，你可知道，对我们而言，什么样才

算是一个真弟兄吗？」我回问他，「怎么样才算呢？」安得烈看着我，对我说，「大卫牧师，

一个真弟兄就是在你最最最需要的时候，愿意陪伴你，你就是一位真弟兄了。」 

 

好，为什么我认为「奉献比直接去服事更有用」的想法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请仔细听了，当

神决定将救恩赐给你、赐给我时，祂没有，祂没有送金、送银、送支票、送现金，祂送了什

么？祂把自己送给我们！所以，我们打哪儿来的想法，会认为捐款会比直接传福音更能够深入

世界呢？我们只差钱不差人，这是完全违背福音的。 

 

并不是说奉献不重要，但是，我们若连脚都不肯跨出去，将神的话行出来，如何能传福音呢？

难道我们的认知这么浅薄，认为我们的钱就足以解决世上一切的需要吗？你我都很清楚，那绝

不是事实。即便在富豪世界里，就像住在高级住宅区里的那些人，豪宅林立，停满了各种名牌

轿车，个个家财万贯，然而在他们当中，也不时有痛心难过、绝望的事，他们离神好远，内心

都有极深的需要。钱不是一切的答案！因此，面对今日未信的十亿人口，你是否还认为，捐钱

比实际踏上他们的土地去传来得有用呢？那就不了解福音的全貌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传

福音的意义扭曲了，认为只需差钱，不用差人就可以完成神国的使命。 

 

第三个常用的说法：「只顾别人的需要，那我们自己呢？」这是为了隐藏自己属灵贫乏的另一

颗烟雾弹，我们自以为听来属灵，「牧师，你一直强调世界各地的需要，但是，可别忘了，我

们自己也有需要，我关心的是本地的需要。」这只是用来自我掩护的属灵烟雾弹，因为，大多

数教会中的会友对所谓本地的需要也从未实际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用心去

满足本地人的饥渴？又有多少人曾经带领这个城市里的一个人来信耶稣？这不过是一颗属灵烟

雾弹罢了！ 

 

好，即便我们真的以行动投入本地的福音工作，去满足本地的需要，以这种情况，我相信这样

的讲法，不能说是我们不认识救恩或福音，但却完全反映出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怜悯，缺乏足

够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看看主的怜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 36 到 38 节，「耶稣看见许多的

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深知他

们的需要，就心生怜悯。换句话说，我们若是像基督，看到数不尽的众人，必会像祂一样，心

生怜悯，然而，我们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让我这么说吧！听众朋友们，你们家中是否有年幼的孩子？想想这些孩子，他们每个都很可

爱。但，我们每呼吸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世上就可能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又有多少人能真

正了解，在我们上完这堂课之后，这世界上可能有数百个孩子因贫穷而离开世界？知道有这样

的孩子，我们还不在乎吗？我们愿意去帮忙他们吗？一定的，我们肯定会！那我们又为什么要

把数百万这样的孩子排除在外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吗？是的，我们是不认识。我们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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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为我们只想坐在这里，躲在烟雾弹后面，冠冕堂皇的说，「我们在乎的是本地的需

要，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往那里去。」 

 

这是因为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怜悯缺乏足够的认识。怜悯是不应该有选择性的，我们不能选择

这个，不顾那个。怜悯并没有对我们说，「把我给那些容易亲近的，那些跟你比较要好的，那

些就近方便做到的。」这样的怜悯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怜悯，圣经所教导的怜悯是，「分享爱

和上帝的恩典是没有选择性的，我们不能照自己所要的分这里或那里。」谈到这里，有些朋友

可能会立即反应说，「大卫牧师，你老是谈世界各国的需要，不也是在作选择吗？你一直强调

我们该往海外去，不就表示你比较看重海外的需要，而不关心本地的需求吗？你不是也做了某

一种选择吗？」 

 

嗯，我不希望是这样。美国也是个国家，当我们说，我们该往普世宣教时，就包含美国。但

是，以一个教会来说，我们不要去限制基督要透过我们向世人表达的怜悯，不要继续坐在教会

里说，我们就关心眼前的，却不管世上的其他地方。这样是不符圣经的，也是轻忽了耶稣基督

的怜悯。「那本地的需要怎么办？」这话听起来很不错，但别忘了，在我们的世界里，即便是

垃圾场，你可知道有多少苏丹的百姓渴望不用再去垃圾场里找食物。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

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谁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因此，或许我们不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其他孩子有没有怜悯心？」而是我

们该问，「我们在意耶稣吗？」我们要很审慎地回答这个问题！ 

 

「牧师，神没有呼召我到那里，没有呼召我到那里去。」朋友们，如果你站在一条溪流的对

岸，看到有个孩子快被淹死了，你会不会仍然站在原地，等神正式呼召你再采取行动吗？或是

你会找一堆借口，说时间不凑巧，那不是你的责任，或是你当下还有其他事要应付？你会这样

吗？绝对不会，因此，看见需要就是呼召。求神帮助我们，看见需要，明白我们蒙恩得救的目

的，这不是呼召，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如果我们仍然这么说，那就完全不明白了。

「神啊！愿祢帮助我们，别再说我们只关心这里，不要任凭我们分割本地与普世的需要，用

『或』来代替祢在使徒行传一章 8 节所吩咐的『和』。」 

 

我想让你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来自美南浸信会的国际宣教部。你可能听过，也可能一点都不

熟悉，它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教派美南浸信会的附属机构，美南浸信会有多达一千六百万的会

众，国际宣教部是整个教会体系的宣教差派中心，你知道他们已经差出多少的宣教士到海外了

吗？从一千六百万名会众中，已经差派多少人到海外传福音？他们已经派遣超过五千名的宣教

士到海外宣教。好，如果我们把二个区块分开，就等于有一千五百万多名基督徒服事国内，而

五千名宣教士服事海外，再用比例来算，也就是，我们把 99.97%的人力放在本地，只送出

0.03%到海外，换句话说，我们只用 0.03%的人力，去投入 95%的未得之地，这样算来，每一

位宣教士必须负担一百二十四万失丧的灵魂。请问，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吗？我们认为这样就

很不错了吗？这完全违背了主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吩咐。 

 

你应该很高兴耶路撒冷的门徒并没有采用我们的思维，不是吗？他们并没有说，「神没有呼召

我到海外去」，也没有说「给钱就好了呀！」你应该也很高兴他们也从不质疑「那我们在本地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980/美南浸信會
http://www.gospelherald.com/Tags/980/美南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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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怎么办？」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今天，你我都不可能认识福音了，因为福音跨不出中

东地区。 

 

主耶稣非常严肃看待教会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这件事，祂非常非常的重视。我先前提过，我还

没听说有任何教会有将福音传遍地极的好策略，并且付诸行动了。但身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

要告诉你，改变的时候到了，该是我们起来，把那些属灵的烟雾弹和借口丢掉，正视主使我们

蒙恩得救的目的。把过去自己设定的、自以为属灵的所有界线除掉，通通丢到身后。神啊！帮

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再抱持那样的态度，把那些危险的态度都丢到身后，让我们为自己做一个

积极有力的选择，看重本地的需要，也竭力往外传福音。会有什么样的果效？我要请你一起来

看看使徒行传。 

 

1. 影响世界的门徒。整个使徒行传，门徒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的传承，提摩太、保罗、巴拿

巴、司提反、腓利、吕底亚，每一个人都为普世宣教竭力摆上，带着坚信不移的福音，传遍各

地，他们每一个都是影响世界的门徒。神啊，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同心到祢面前说，「我

们也要为世界献上自己，我们也要以基督的荣耀去影响全世界。」用收成来比喻 ─ 这世上除了

几十亿执着于错误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人，窃取唯有神当得的荣耀外，还有近十亿的人从未听

过耶稣，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农夫，想要有好收成，你会不会在田里挖一个大洞，把四千颗种

子全丢到一个洞里，这是迎接丰收的好方法吗？绝对不是！所以你想想，要上帝把我们教会的

四千名会众，都放在同一个洞里，盖好土，就等着丰收，这样子合理吗？你想想，这四千颗种

子全丢到一个洞，要怎么生长？一定是互相挤压，怎么样也长不好，实在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

白这个道理。 

 

相对的，如果这个农夫，把四千颗种子均匀的撒遍田里，种子纷纷萌芽，一阵子后准备收成，

收成时该怎么做呢？他会不会光站在谷仓口，呼唤作物，「收成啰！你们进来吧！」是这样

吗？不可能吧！对不对？这种方式太滑稽可笑了。光站在一栋建筑物前面，就等着收成自己送

上门来，这难道不可笑吗？我们可得谨慎回答哦！不，如果作物可以收成了，农夫一定是动员

所有认识的人，到田里帮忙。遍地撒种，收割，就是这样奏效。这就是初代教会所做的：不是

只站在谷仓前面，不是把所有的种子全丢到一个洞里，而是往普天下去撒种，等候收割，他们

是影响世界的门徒。 

 

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认为，「牧师啊，你好像还是不了解，我并没有移民的打算。」那我要

说，不是我不了解，而是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你要换工作，也没有说你必须搬家，

或叫你换个地方养家。我指的是你的一生，要愿意降服于神的大使命，对神说，「神啊！差遣

我，到需要祢的人群中。」想一想，明年，如果你愿意，只要拿出百分之二的时间，一年的百

分之二，到海外宣教，也就相当于七天的时间，试看看这样做时，会带来什么样的大改变呢？

如果你愿意付出一年百分之二的时间，将本地和普世的需要连结起来，把世人所需要的基督传

给他们，你想会产生什么的变化呢？ 

 

我要向你保证绝对会发生的事，神必要用这百分之二的时间，来改变你生命中的其他 98%。有

时候，即便我们谈到短宣，还是会忽略这样的重要性。我们仍然没有把本地和普世的需要连结

起来，很多人会说，「我用一年中的五十一周来受训，装备自己去完成为期一周的海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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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们应该是跟神说，「神啊！求祢用我到海外的一周来改变我本地的五十一周。」我向

你保证，如果你明年愿意这样献上百分之二，也就是七天的时间，神一定会给你挑战的机会，

祂会改变你的眼光，打开你属灵的眼目看到祂所看到的，因此，等你回到家乡时，你会开始敏

锐察觉祂带到你面前的需要。 

 

我很确信，我们教会在伯明翰市最有果效的事工，全部源自于我们每年付上那百分之二海外宣

教的时间所爆发出来的影响力；我也相信，伯明翰市民很需要我们，因为我们学习给世界百分

之二的时间，神开始引导我们看见基督所看见的，体会基督所体会的，它间接改变了我们看待

家庭、看待街坊邻居、看待街上人群的眼光，一切都被改变了。把本地和普世的需要放在一

起，必能看到全面的转化，你能否想象福音的种子撒满田后，必有丰收的景象？是不是很棒

呢？  

 

现在你应该了解，如果有个人充满普世宣教的热忱，却宁可选择守在伯明翰牧会，这样的想法

不是太可笑了吗？真的很荒谬无稽，因为你很清楚，整个教会的会友，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

的门徒，都足以为神的荣耀撼动全球。因此，若有人仍然执疑，「难道牧者都不管伯明翰的需

要了吗？」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因为，你必需知道，遵行和顺服神普世宣教的吩咐，将大大

翻转本地的服事。 

 

奥斯华‧ 史密斯说的对，「那照在最远地方的光，最终会照亮…」哪里？「家里」。你把二者

连结在一起，就会看到影响世界的门徒，每年乐意献上自己百分之二的时间，为基督的荣耀走

向世界，不是去渡假，不是去迪斯尼乐园，而是为普世宣教献上自己。 

 

影响世界的门徒，将使各地的教会不断被拓展，这是做积极有生命力的选择所产生的第二个果

效。它绝不是一个新策略，而完全是照着使徒们所用的方法。想想看，如果我们花一个礼拜的

时间到海外去，或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们有办法用七天的时间开拓一个教会吗？应该不

能。你可以利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一些重要的事，但是你大概无法建立一个教会，我不光是指外

在的建筑物，而是指信徒。然而，事情实际的发展是，七天结束后，虽然你回来了，可是你开

始投入一生在当地信徒的栽培跟进上，你开始想办法提供他们一些造就的训练和相关的资源，

使当地的信徒也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然后，我们就能与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信徒彼此

连手。因为我们先付上七天的代价，使当地的信徒渐渐的长大成熟，被造就成影响世界的门

徒，教会也开始被建立，然后，他们也进一步的与我们携手连结，再去影响下一个国家。所

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神的家，耶稣基督的教会，合而为一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使教

会遍及全地。 

 

这就是神的计划。不是请一个新牧师带来一个新策略，而是顺服往有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

所忽略的，我们未曾谨守神使命的呼召。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如果有一群人手圈手围成圈

圈、面对面站着，就好像我们常在教会里看到的，问题接着来了，他们面对面站着，只看到什

么？彼此！现在，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搁着，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失落泄气，在圈圈里面，开

始盯着其他人看不顺眼的地方，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接着问题一个个冒出来了，摩擦、不

和、纷争，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一些荒谬好笑的抱怨将轮番登场，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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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今天敬拜的音乐」；或是「我今天在教会很不舒服」；或是「某某某竟然不理

我」；或是「某某某竟然不跟我打招呼」；或是「传道人好像太闲了」；或是「传道人都没有

空跟我谈一谈」 

 

我们开始为一些芝麻小事唠叨抱怨不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

叫我们从此盯着彼此过活，而把世界的需要都远远丢在脑后。 

 

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是，这群人一样手拉手围成圈圈站着，但每个人都转过身去，向着圈外，

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将改变一切，你明白吗？我们手拉手连结在一起，看到的是外部的需要，

我们的眼光会被改变，开始看到耶稣所看见的。有一个姐妹到海外宣教时，在当地看到一位妈

妈牵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他体内的寄生虫让他疼痛难捱，妈妈却无能为

力。那个景象翻转了姐妹过去在安逸中享受敬拜的眼光；另外一位基督徒，看到一位无家可归

的男孩，没有上衣，没有鞋穿，无父无母，他唯一的闹钟是被太阳晒得发烫的人行道，每天早

上把他给烫醒了，醒了后就去卖枪，让自己有一顿饭吃。那位基督徒心中大受击打，从此再也

不挑剔主日崇拜的音乐够不够水平。看到了吗？面朝外的圈圈，神就让我们拥有祂的眼光。即

使我们只付上百分之二的时间，神却用那百分之二改变我们一年中其余百分之九十八的生活态

度。所以，不要再轻忽了。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特别邀请一位从委内瑞拉来的姐妹凯拉，来跟你分享，她的一生如何因着

影响世界的门徒而有了转变，还有，这些门徒如何在许许多多你我未曾去过的地方大大拓展教

会。 

 

以下是凯拉的分享： 

 

「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代表拉丁美洲国家来发声，包括宏都拉斯、危地马拉、厄

瓜多尔和我的国家委内瑞拉。我只提到几个，但你知道中南美洲还有好些国家，当你听完我的

故事时，我希望你能了解，这样的见证遍布在中南美洲的各个国家。我住的地方叫作马拉开

波，大约有三百万的人口，但是 95%都是非基督徒，到处都是活在绝望黑暗中的孩子、青少年

和大人，活在属灵的黑暗里。他们是我的国人，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你

们的家人。在马拉开波有二十五间教会，但因为教会没有足够的支持，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

力上都不可能去服事整个城市。 

 

然而，神却为我们开路，神用了许多像你们一样的人，去到我的国家，向我们分享和展现神的

爱；神用了许多像你们一样的人，为印地安人带来干净的水源，不只是干净的饮用水，更有生

命的活泉；我看到神使用像你们一样的人，为我们带来粮食，不只是身体上需要的粮食，还有

灵里所需要的生命之粮；我也看到你们不只带给我们许多衣服，也为我们带来公义的外袍。 

 

当我看到许多孩子在垃圾场讨生活，我的心几乎碎了！他们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想办法找到

一点食物给自己和家人裹腹，或者捡人家不要的衣服穿。但是现在，我心里充满欢喜，因为神

差你们来了，帮我们盖学校、建图书馆，我们的孩子们开始有书可读，不但有教科书，还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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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这本世界上最伟大的书。他们正开始学习认识耶稣，认识我的英雄，我的救主，我的家乡

燃起了希望，成千上万的人，一一归主，全都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全都是因为神所显明的

爱。 

 

委内瑞拉的基督徒也接受挑战学作主的门徒，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这一生，我内心很激动，我活

着为此、死也为此，都要做培训门徒的人，我和我的学生，都竭力要踏出去，到世界各地去，

我们的足迹已遍及宏都拉斯、阿根廷、西班牙、摩洛哥、古巴，并且，我们即将前往印度。你

们知道吗？宏都拉斯的基督徒也正在做同样的事，他们为其他人摆上，齐心协力，帮助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尼加拉瓜、墨西哥、哥斯大尼加和巴拿马的教会，都因为他们得到帮助。 

 

你看，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弟兄姐妹们，想一想，神要透过你成就大事。透过今日已拥有很多

的我们。如果神要藉由我们来完成一切，祂能透过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基督徒可以成就如此的

美事，那你能想象祂透过你要做多大事啊？你是否愿意与我们走同样的路。 

 

你知道我拥有的不多，我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有这一生，我有时间，

这些全都是属主的。然而这还不够，我自己所能做的太有限了。有一天，我在马拉开波，跟一

位好朋友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有三个小朋友，大约五岁、九岁和十一岁大的孩子来跟我们卖糖

果，我们就买了四包糖，再送给他们吃。我们陪这三个孩子玩，跟他们聊天，才知道他们的妈

妈也在另一条街卖糖果，问他们饿不饿，三个都猛点头，他们都没穿鞋，衣服也都很脏，所

以，我们把他们带到对街的面包店去，让他们可以饱餐一顿，那一天我们共渡了一段非常棒的

时光。 

 

当然，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跟孩子们分享耶稣，他们三个都接受了主。当太阳渐渐下山时，我们

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找他们的妈妈，约莫走了二条街，其中的一个小女孩忽然说，「其实，我

们一直都在找妈妈，但是从来也没找到过。」他们开始问我们说，「请问你有家吗？」「你有

爸爸和妈妈吗？」「你有去上学吗？」每一个问题都让人鼻酸，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他们叫我们先离开没关系，不用管他们，他们可以自己搭公交车回家。当时，我明明知道他们

在说谎，但当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就只好跟他们道别，我们一路边走边回头看，这三个孩子

又再度回到公园里去，向路人兜售糖果。其实，公园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房子。 

 

希望，你现在能比较明白我的意思了，为什么我会说我的时间、我的爱心和怜悯都不够，光是

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国家就高达二万五千人，二万五千个孩子流落在街头。我来到你们当中，

为他们发声，因为他们无法来这里，我相信你们有能力、也愿意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到我那里

去，去帮助他们，为什么不呢？你和我都需要耶稣，已经得着了；你和我都需要圣灵，神也赐

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到你们当中，邀请你们与我携手，跟我一起回去，我的国人需要大

家，奉耶稣的名，请你们来帮助我们的人民。」 

 

各位听众朋友们，看到这么多的需要，光靠一个人，如何去影响世界呢？我们不能再忽略了，

我们要起来行动，身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和我的同工决定明年每个人都至少付上百分之二，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决定要与凯拉一起携手努力。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也要邀请你，加入

宣教的行列，一起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让神的教会遍及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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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一起来呢？你愿不愿意摆上一年百分之二的时间？同时看重本地和普世的需要，那是

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不要再有二分法，将你百分之二的时间给出去。我知道，我这么一说，

你会马上想到，「那我该去哪里？」「要花多少钱？」「我又能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先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先不要把所有的困难来拿出来做挡箭牌，只要乐意

顺服神的呼召。我并不是说，你提的这些问题不重要，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

对神的计划有信心，祂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好让我们去完成祂的使命。我们要相信，神大

到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祂足以应付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于祂给我们的

计划？神应许祝福这样的计划，切盼我们一起对神说，「神啊，我们愿意为你的旨意摆上，我

们渴慕得到祢的祝福，我们要全心信靠祢，以行动付上百分之二的时间。」 

 

七天，不是太大的挑战，你要告诉自己，「我要把本地和普世的需要都放在心中，我要负起该

负的责任，往世界各地去还我所亏欠福音的债，我相信踏出去的那百分之二，将翻转其余的百

分之九十八。我要告诉凯拉，我们要与你连手，学你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献上自己，好叫我

们像初代门徒一样，活出分别为圣的信仰生命，长久以来零零落落的属灵光景，将要重新得着

连结。」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