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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又要进入另一个新的系

列，我要跟大家来谈谈「福音与个人布道」这个主题。请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来

看罗马书，在你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要请大家把焦点从我们最近二个月所谈的主

题转移过来。前二堂课我们曾经探讨福音与离婚、福音与同性恋的课题，对我来说，这二

个题目都是不容易讲的题目。同样的，今天谈到「福音与个人布道」，在某种层面上，我

也必须站在异地而处的角度来诠释。我知道，每次一提到「布道」这个字，很多基督徒立

刻感到不寒而栗，只要你一想到要把自己的信仰传给素未相识的路人，你的反应马上会

是，「哦哦，不要看我。」「我才不要咧！」所以，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向你保证，

我也跟你一样，要把福音传给陌生的张三李四，也让我非常的不自在。但我相信在「个人

布道」的这件事上，有非常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它的地方，所以，我准备来挑战我们对「个

人布道」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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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带你进入一趟中东的旅程。请你跟我想象一下，我们站在一座山顶上，俯视一

个位于中东心脏地区，而且拥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城市，我们被群山环绕，山坡上散落着

一簇又一簇的民宅，整座城市径入你的眼帘，你可以想见在你眼前的这一百二十万的人

口，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我想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不只是没有

听过福音，更糟的是，如果任何人企图向他们传福音，都有可能被逮捕，因为传福音在当

地是违法的。就算你冒险跟他们传了，也有人信了基督，然而他们也可能因此被杀害。所

以，面对这样的城市，我们要如何在那里传福音呢？ 

 

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在那个地方与一群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配搭服事，这群基督徒在那里

里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在那理传福音的方式。他们说：「我们每天都出去

探访，一个店家接着一个店家，一个市集接着一个市集，挨家挨户地，跟各处的回教徒接

触。」接着又说，「我们希望在回教徒的面前，每天的向他们显露天国的样式。我们要为

他们缝出神国的美善，神国的温和、怜悯、爱，还有神国的仁慈。我们透过日复一日地与

回教徒互动，我们要在他们面前用不同的颜色、各种色调缝制出天国的样式。我们祈求能

在他们面前活出神国的样式，既然我们无法用口宣扬神的国，那么我们就把神的国活出

来，而这个国将会降临。」更特别的是，他们不断为那些经常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回教徒祷

告，求神打开当地人的眼光，透过基督徒所缝出的色彩、色调和线条，将天国交织成一床

美丽的被褥，使他们得见福音，使他们有机会得享福音。事情果真这样成就了。在我探访

的一个家庭中，有一位妇人就是透过一天、一天又一天，在她面前逐渐呈显的线条而认识

了神。她对基督徒的信仰开始感到好奇。（请容许我省略当中的细节。）总之，她因此信

了基督，这对她来说必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因为，一旦她的家人发现她改信基督，肯定

会把她杀了。然而，纵使在那样的文化压力下，因为每日看到被显露的神国，使她的眼目

仍然仰望基督的荣美。 

 

好，现在，我要请你把那样的画面暂时存在心中，先回到我们自己所居住的伯明翰市来。

伯明翰大都会区跟刚刚所提的那个中东城市拥有差不多的人口。我要请你一起来想一想，

如果今天聚集在布洛克山丘教会的四千名弟兄姊妹，散居在伯明翰的各处，却整整一个礼

拜完全放弃个人布道。我不是指那种带了一大堆的福音单张或福音四律到处分送的个人布

道方式。我是指我们彻底的放弃寻求任何机会，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邻居、同事面前缝

制出天国的样式，一天接着一天不间断的，不是寻求机会逮着一个人，花上个把钟头对他

传讲福音，而是透过我们的日常对话和生活方式引人看见福音。这是很简单的方式，就只

是透过一般的日常对话，单单藉由这样的方式，却又非常恳切的求神打开同事的眼光，打

开邻居的眼光，孩子们的眼光，父母的眼光，使他们得见摆在他们面前又善又美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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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定会给我们机会，用各样的方式将福音呈现出来，让我们开始把人领向基督的荣美。

我希望大家心中先有这样的图像，然后我们再正式进入这一系列的课程。这一系列仅有短

短的四堂课，我期待我们能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教会，热切领人归主，献上我们的生命，

使人得着基督的荣耀与美善，这是轻忽不得的课题。 

 

好，我们打算怎么做呢？在接下来这四堂课里，我要带大家从罗马书看起，我们要来看福

音的五大脉络。换句话说，要透过整卷罗马书所编织出的这些，进而交织到我们日常对话

的布料里，交织到我们每日的所思所想里，借着努力和祷告，求神使用所交织出的线条，

每天呈现在伯明翰市里未信者的面前，引人归向基督。 

 

我们开始来读罗马书第一章。我确信这里的教导是谈到，个人布道的起点和重要的核心。

随着深入这些经文中，我们就能看到有关个人布道的真貌，我们该怎么说话，该活出什么

样的生命。在未来的三堂课里，我们都会有深入的探讨，我期待大家用心来思考。一开

始，我要先把话说清楚。我并不认为挑起罪恶感是迫使教会，迫使每一位基督徒投入个人

布道的最有效方式。许多老基督徒都知道，这是牧者很常用的手法。只要让信徒内心感到

不安，他们就只好去参与。这可不是今天这一堂课的目的。相对的，我们要好好来探究自

己的内心。斯托得牧师，是我最喜欢的布道家之一，他曾经说过，「今日，对个人布道最

独特的妨碍，是我们个人内里属灵经验的贫穷。对个人布道最独特的妨碍，是我们个人内

里属灵经验的贫穷。」换句话说，那是关乎内心的问题，当我们的内心被催促，被福音催

逼时，它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个人布道的投入。所以，我要邀请大家，以罗马书的作者，

使徒保罗的心为依据，来察验自己的内心。 

 

在第一章的前半段，使徒保罗就福音给了我们一个概述，这可以说是整本罗马书的缩影。

所以，从今天这一堂课开始，我们要逐渐来揭开这个缩影，特别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充份

交织着福音的脉络。这卷罗马书，尤其是前八章，可说是整本圣经里最棒的福音神学，非

常的深厚。所以，我要先带大家来了解，保罗内心为何如此迫切的要传福音呢？好，我们

从罗马书第一章第 1 节看起，这是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来聆听保罗的心声，用心感

受。 

 

第一章第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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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 神的福音。这福音是 神从前藉众先知在

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

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 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

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

马、为 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 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

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事奉的 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

恳求，或者照 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

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

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

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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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二节，可说是整卷罗马书的主旨，第 16 到 17 节，保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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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

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

保罗的心，从第 1 节到第 17 节。以保罗的心为根基，在我们开始探讨个人布道之前，开

始思想我们一生与个人布道的关系之前，我要先给大家四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这是关

乎内心的问题。好，哪四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呢？ 

 

原则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属于谁？我们属于谁？从字面上看

来，罗马书第一章，特别是第 1 到第 7 节，是保罗的引言，看起来好像是自我介绍，然

而，其涵义远大于此。如果你仔细读它，便不难发现保罗在第一章的重点乃在于阐扬基督

是谁，基督又如何在他生命中工作。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

音，叫人因祂的名信服真道，所做的得以成就在保罗身上，都靠着耶稣基督，都因基督的

缘故。保罗在引言中对自己的整个描述，都基于他属乎基督的这个事实。所以，我要特别

提醒你，即便只有第 1 节，就值得我们花上一整节课的时间来好好思想了，所以根据第 1

节，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乃属乎谁。 

 

首先，我们是福音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如此定义自己。在我们看来这样的

描述没什么大不了，但可别忘了那是在第一世纪的罗马，保罗如此自称是件非常了不得的

事。「仆人」这个字，你可以把它圈起来，这个字是个很特别的字，表示「奴隶」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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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你要了解，在第一世纪的罗马有着成千上万的奴隶，他们被当作财产，属于主人所

有，他们是主人的。我要你抓住保罗在这里所要传达的重点，当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

人」时，你必须以身处在第一世纪的罗马的眼光来看，有一个穷木匠的儿子，名叫耶稣，

住在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的首都里，这位可怜的犹太木匠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受众人羞

辱、唾弃的情况下死去，你要知道，即便是最糟糕的罗马公民，罪该万死的罗马罪犯都还

不见得会处以这种死刑，简直是奇耻大辱！这可怜的犹太木匠在罗马巡抚彼拉来面前受审

判，交付十字架的死刑。所以，你明白保罗说的是什么吗？他写了一封信到罗马，跟众人

说，「你们所知的，那遭受到羞辱死刑的犹太木匠已经复活了，如今，我是祂的奴仆，祂

拥有我，祂掌管我。」这太诡异了！保罗昏了头吗？竟然自称自己是死在十字架上囚犯的

奴仆，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保罗确实是这样描述自己。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 19 到

20 节也写道，「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 5

节用了「服事」这样的一个字来解释「奴仆」，意思就是「在桌边伺候进餐的人」。保罗

就是这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在旁伺候服事的人，连结于基督。再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四

章第 1 节，你会再度读到「奴仆」一字，但在新约圣经的原文里又用了另一个字来诠释，

其字面的意思是，「在下面划桨的人」，什么叫「在下面划桨的人」呢？就是在古罗马时

代，在大船的底舱划桨的奴隶，这是一个奴隶所做最丢脸的工作，也是最具危险性的工

作，是在那个文化中卑贱到不能再卑贱的工作。而保罗竟然自己说，「我是个奴隶，是个

仆人，是在桌边伺候人的，是在耶稣基督底下划桨的。」我们是福音的奴仆，保罗的话提

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当做基督的跟随者。 

 

弟兄姐妹们，你不属于自己，你不是自己的，你属于另一个人的，你被另一个人所掌管，

是祂用重价将你买回的，你既然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就已经牺牲决定自己人生方向的权

利，你不能决定自己要何去何从，你的家庭又要何去何从，基督已经预定这些事了；你不

用筹算你的生涯，你的大小计划，基督已为你安排了。在圣经里，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

处，既称耶稣是救主，又不以耶稣做你生命中完全的主的。记住，你不是自己的，我们都

是福音的奴仆，在我们为人父母前，在我们为人夫、为人妻前，在我们为人师表、或为人

子弟前，在我们成为律师、会计师，或拥有任何其他的头衔之前，我们就是福音的奴仆，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 

 

再来，我们特派传神的福音。提到「使徒」这个字，我要特别仔细说明，因为，当保罗提

到「奉召为使徒」时，特别指的是自己和十二个门徒，当然不包括犹大在内。犹大死后，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剩下的十一使徒以抽签的方式，选出马提亚来代替犹大的职份，所

以算起来共有十三位使徒，包括十二个门徒，再加上保罗，他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与十二个门徒不同的是，保罗被主呼召，又被差派出去，正如「使徒」这个字字面上的意

思一样，就是「奉差遣者」，被差去带领教会。因此，保罗所谓「奉召为使徒」，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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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终此一生所领受的特别呼召。再来，为什么我认为，把出去传福音的呼召套用在我们

身上是绝对无误的呢？请随我翻到罗马书第十六章，也就是这卷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在新

约圣经里读到「使徒」这个字时，大多指的是被差派出去的，传道人，即刚刚提到的这十

三位，但是，另有许多时候，它指的是除了这十三人以外更广的信徒。 

 

我来带你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十六章第 7 节，听看看保罗在做什么。他正向许多人请

安，请特别注意到他描述这些人的用词，第十六章第 7 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

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在…」在谁当中，「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

基督里。」注意到了吗？安多尼古和犹尼亚安，这二个人并不在十二门徒之列，也不是保

罗，却仍被称作「使徒」。还有许多处，你如果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 14 节，巴拿巴

也被称作使徒；再来腓利比书第二章 25 节，提到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到弟兄那里去，在新

约原文里用的字也是「使徒」；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23 节也说，「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

是众教会的使者」。所以你看到，这个字不仅特定用于十三位使徒外，更普遍指，凡为福

音而受差派出去的每一位信徒，这才是新约圣经真正所指的。使徒行传第一章 8 节，把这

样的定义说得很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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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灵在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好叫我们可以怎样呢？好叫我们得着能力，为福音作见

证，我们都要为福音被差派出去。偶尔，我们会听到弟兄姐妹说，「我要等候圣灵带领

我，我才要去作见证」。只要提到传福音，我们就有种不寒而颤的奇怪反应，想等到一种

神秘的感觉临到我们，好像忽然感应到，「我想，圣灵要我现在去跟某人传永生之道

了。」其实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因为，我们不需要痴痴的等候圣灵，祂已经在带领我们

了，因为，祂就在我们里面，要差我们出去传。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得着能力去见

证福音。这是神早已赐下的，所以，无论你有没有特殊的感觉，都不要再怀疑你是否该去

传福音。宣扬它，因为这是圣灵从一开始就内住在你里头的原因。我们都是福音的奴仆，

都要被差去传福音，我们能为福音所差，真是有福！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1 节的最后一句，「特派传神的福音」，同一件事，在第 7 节又提了

一次，这里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由此可见，圣

徒是要被分散到各地去的。讲到这，有一件很酷的事，我们如果回头看旧约圣经，从旧约

里，我们常常看到神为了成就特定的目的，会把某些事物分别出来。我们读到神使用会

幕，祂使会募分别为圣，单单用来敬拜祂；祂使用圣殿，吩咐圣殿必为祂荣耀的彰显分别

为圣；祂又为特殊的用意分别十分之一和捐物，这些都是旧约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很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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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了新约，不再是事物被分别为圣，不再是会幕、圣殿、十一或捐物被分别出来，而

是，凡信靠基督的人都要被祂分别为圣。这一点太重要了，因为我确信，今日的教会，在

传福音的事上存在一种危险的旧约观。 

 

我要请你跟我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对教会增长的概念，向来相信拓展福音最好的方式，

就是邀请人到教会来。我在翻阅去年所写的日志时，想起曾经和一个相当著名的教会的牧

者，有过一段谈话，这位牧者对我说，他不认为布洛克山丘教会能够有效的吸引伯明翰市

迷失的文化，除非我们主日敬拜的型态乃针对这些迷失的族群来设计。也就是说，教会应

该要采用激情感人的敬拜音乐、邀请大牌的讲员，营造一个非常棒的聚会环境，预备丰富

的聚会内容和节目演出，然后把人带进这栋建筑物里，人就会归向基督。只要万事俱备，

把人带来教会就对了。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别邀人去教会！别邀人去教会！事实上，连你自己都不需要上教

会，不要去教会，也别邀人去教会，因为，你就是教会！你不用把人带到教会那栋建筑物

里，才能让人得见基督的荣耀，你身上就拥有神的荣耀，所以，不用把人带去某个特定的

地方，你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你不用特意邀请人，站在他们面前的你，就是教会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便是福音的展现，是神荣耀的彰显，而不是透过一栋建

筑，不是藉由聚会内容的设计或安排表演节目可以成就的。难道你真期待我们周遭这些失

丧的人会愿意进来教会吗？事实上，大多数人连一周一次都不想踏入教会。但是，这些人

每周都跟教会擦身而过，都跟你、都跟我擦身而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我来说，主日聚会是装备我、使我得着能力，好叫我得以每周一次传讲福音的训练；对

布洛克山丘教会四千名会众来说，他们来到教会聚集，藉此装备自己，使自己有能力，得

以在一整个礼拜向人传福音。二者相较，哪一个才能真正有效的使福音遍传伯明翰市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花费庞大的资源来安排好的节目或表演，藉此吸引人走入这

栋建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投注所有的资源把最适合的人差往伯明翰的各个角落、差

往各个国家去，好叫福音能传扬开来。想想看，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人，不是节目，也不

是表演，唯有人是神为自己赢得世界的方式。我相信唯有神的百姓，圣经也确定唯有神的

百姓，神百姓的能力，福音彰显在神百姓上的大能才能动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让教会的制度、教会的计划或表演，使你丧失为神的福音分别为圣的眼光，这是身为

基督徒的特权。我们都是福音的仆人，要带着福音出去，使福音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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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带人来聚会是很棒的事，你能来敬拜也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成为

教会，这是新约圣经教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请记住，我们属乎神，我们是福音的仆人，

奉召传神的福音。 

 

基本原则二，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信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信是什么。无庸至疑

的，既要传福音，就必须要认识福音。这正是保罗所做的，在第 2、3、4 节，保罗就福音

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

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

神的儿子。」三节经文简洁扼要的点明福音，这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在几个月前特别探讨

「生命宝血」系列课程的原因，因为我明白我们既得着福音，就从所信的涌出基督的生命

宝血来。过去我们一直有个观念，认为得着福音就可以脱离地狱之列，拿到入天堂的门

票，这就是福音，事实上，福音远超过这个，所以很值得我们深入来了解。不晓得你还记

不记得，我们曾经花了一堂课特别研读罗马书第三章第 21 到 26 节，当时我曾问大家，

「什么是福音？」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认识福音，完整的福音。所以，我要非常谨慎的解

释，因为，传福音不能将福音的目的给狭隘简化了；不能贪求将福音简单利落的包装，好

使它容易推销出去。我们不能够这样的，而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见证出罗马书第一章第 2 到

4 节所说的，这才是福音，这才是重点所在，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 

 

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福音，不仅会误解传福音的意义，更无法天天都来经历神的恩典，让

福音的大能显扬在我们的生命中。这福音，乃是公义慈爱的全能神给世人的好消息，乃是

神怜悯世人被罪捆绑、毫无盼望，而赐下祂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在十架上担

当世人一切当受的刑罚，并且从死里复活，彰显神胜过罪恶死亡的至高权能，使凡信靠祂

的人，得以永远与神和好，这就是福音的真意。接下来这几堂课，我们会藉由罗马书第三

章来认识福音，一步步的揭露我刚刚所提的五大福音的脉络。今天这一堂，我只会先抛出

这五大点，让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会逐步深入的探讨。 

 

首先，第一条福音的脉络是「神的属性」。神是福音的开端，也是福音的末了，所谓神的

福音，说的就是，神是谁、祂如何作工，认识神的属性，才能了解福音，这是根本所在；

第二条脉络是人的罪。保罗费尽心思，透过罗马书让我们明白人的堕落与罪性，这是我们

今日谈到福音时，每每企图掩盖不看的部份，我们得谨慎，别忽略这一部份。认识人的

罪，是正确了解福音绝不可少的基础，我们对罪无法视而不见，先认识罪后才能得着救

恩。因此，我们在竭力传福音时，要当心谨慎，不要为迎合现今文化取悦众人，让人误以

为福音乃是消弭罪。福音并非消弭罪，而是要除掉罪，福音以严厉的方式抵挡我们的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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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福音以严厉的方式战胜了罪，直接攻击我们生命中的罪，这实在好的无比，我们必须

要认识自己的罪。 

 

好，了解神的属性及认识人的罪。再来，第三条脉络是基督的完全。基督是福音的中心，

藉由基督的完全，这完全包括了基督这个人和祂的工作。首先，第一章第 3 到 4 节提到基

督这个人，第 3 节讲到基督的人性，第 4 节则指出祂的神性。表明祂是一个完全的人，又

是完全的神；祂的人与祂的工作，祂的生、祂的死，以及复活。了解基督这个人和祂的工

作，是明白福音的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祂在十架上为全人类成就了什么赦罪大恩？这

件事为人类历史带来什么冲击？在划时代的那一刻究竟有多重要？都是我们该明白的。神

的属性、人的罪、基督的完全，接着第四项，不可少的信。保罗对「信」的教导贯穿整卷

罗马书，尤其在第三、第四和第五章的末了。因信，使福音得以证明在我们身上；因信，

使我们的心得以福音相称。第一章第 5 节这里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

道」，所谓「信」，不是指相信某些真理，理智上持守冷冰冰的教义，完全不是，它指的

是生命，一种因信愿意顺从真道的生命，从经历中不断活出来的，不可少的信。第五，永

恒的迫切需要，这是我们所要分享的最后一条脉络。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不是只

有今生，还有永恒的盼望。整个历史上，所有人类的未来，全系在我们对福音的回应。 

 

接下来的几堂课，我们要一起来思考整卷罗马书所交织的这五大福音脉络，如何能织入我

们生命的布料中，引导我们教养儿女的方式、工作的方式、与人共渡周末的方式、和周遭

任何人互动的方式？如何将这些福音的脉络变成我们意念和言语中自然的一部份？如何融

合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我并不是要你坐在工作台前，在会议中抨击人的堕落，而是透过

某种方式天天将这些福音的脉络交织出来，这是我们即将找出的答案。因此，如果我们不

先认识这些脉络，就没有办法织出福音，要确切明白我们所信的。好，要记得我们属乎

谁，并了解我们所信为何。 

 

原则三，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为何在这里。注意！我们要谈到核心了，第 5 节，保罗说，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为了什么？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

道。」请仔细听了，保罗接受了福音，却很明白这不是福音的终点，神要向保罗显明，他

所得着的福音远甚于此。我再说一遍，神赐给保罗福音，向他显明福音，并开启他的眼光

认识福音的奥妙。事实上，我们往后翻，翻过哥林多前后书，来到加拉太书，请找到第一

章第 15 和 16 节，我建议你把这几节经文划下来。保罗说，这是神藉由福音所要显扬的旨

意，我们来看看保罗如何将神的恩惠和神的旨意串连在一起。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

15 节，保罗数算神在他生命中所成就的大事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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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就怎么样？注意，保罗指出神的目

的，「叫我把祂传在外邦人中」。好，我们先在这里暂停一下。 

 

想想保罗所说的，「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

人中。」为什么神要向保罗显明耶稣？为什么要向他显明福音呢？保罗说，祂将福音启示

在我心里，以至于我怎么样？以至于我每个主日都能舒舒服服的坐下来崇拜吗？以至于我

能大享世上的欢愉，又能在生命的终了拥有逃脱地狱的免死金牌？不，保罗说，神向我启

示福音，单单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使我能福音传遍万国。神所预定的福音终点，不在于保

罗，乃在于万国万民，这才是真貌，有别于流行歌曲或我们一般所主张的，当耶稣死在十

字架上，不只为你而死或为我而死，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 47 到 49 节写道，「并且人要

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

使我们领受福音只有一个原因，好叫我们能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福音不是自给性

消费，而是要使普天下得救的人倍增。 

 

What does this mean? Why are we here? First of all we’re here to exalt His name, 

for His name’s sake. All revolves around God. God gives the gospel for His 

name’s sake. He gives the gospel for Himself. God is radically committed to His 

glory in giving us the gospel. I want to remind us three truths we saw in Lifeblood, in 

that series that I want to bring back into the concept of evangelism here. I'm just 

gonna run through them. But think about this with me. We talked about these 

things when we looked at Romans 3. Think about them in the context of personal 

evangelism. First, God is the giver of the gospel. He’s the one who gives the gospel. 

Not one of us can manufacture salvation. Not one of us can make ourselves 

righteous before God. God must declare us righteous. None of us takes the initiative 

in salvation in the gospel. The initiative in the gospel always belongs to God. He is 

the supreme actor in the gospel in bringing salvation to us. God is the giver of the 

gospel. Think about how that affects personal evangelism. Who in here is good 

enough, smart enough, quick enough to lead people to Christ? Who of us has the 

intellectual prowess or the argumentative skill or the charismatic persuasive ability 

to bring someone to Christ? Contrary to popular evangelism techniques that would 

actually teach us how to manipulate someone into making a decision, it’s 

impossible.  John 6:44, “No one comes to the Son unless the Father draws him.” 

God is the giver of the gospel. He’s the only one who can give it and this is good 

news because that means that all of us who have deep inadequacy when it comes to 

personal evangelism, and if you don’t, then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pride, al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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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ave deep inadequacy when it comes to personal evangelism and it’s a good 

thing because He’s designed this whole thing so that He gives the gospel and only 

He gets the glory. He’s the giver of the gospel.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何会在这里呢？首先，我们在此是为了高举祂的名，为了祂名的

缘故。神因祂的名赐下福音，使祂的名得着完全的荣耀。过去我们在「生命宝血」系列课

程曾提过三项真理，我要将他们带进个人布道的课题里，不过，我只会很快的提一下。让

我们一起来回想，在研读罗马书第三章时，我们所提的那三项真理，与个人布道的关联。 

 

首先，神是福音的赏赐者，是祂赐下福音，这世人没有任何人能制造救恩，没有任何人能

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唯有神使我们称义。在救恩的福音里，我们不具有主动权，主动

权永远隶属于神，祂是至高的主宰，为我们带来救恩。「神是福音的赏赐者」，这对个人

布道有何影响？有谁自认为自己够好、够聪明，能迅速的领人归主？又有谁充满智慧英

勇、或具有杰出的争论技巧，或令人感佩的说服能力，能把人带到基督跟前呢？相对于遍

行的布道技巧，教导我们巧妙的领人决志，那些都是行不通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第 44

节，主却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神才是福

音的赏赐者，唯有祂能带来福音，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那表示，我们任何人在个人布

道上都无法尽到完全，要是我们办得到的话，势必就骄傲自以为是起来了，然而，没有任

何人能在个人布道上尽到完全，因为，是神亲自预备这整个计划，祂赐下福音，也唯有祂

因所赐的配得当得的荣耀，神才是福音的赏赐者。 

 

其次，祂就是福音所预备的礼物。记得吗？我们曾经提到，我们能从福音得着什么？得着

神！神的公义、神的属性都显明在福音之中，我们因福音得以重新与神和好，永远和好。

好，这里有件事，我们要非常谨慎，神既是福音所预备的礼物，所以，当我们召唤别人来

信基督时，当对他们说，「我鼓励你来信基督」，可别对他们说：「我想邀请你、鼓励你

来信基督，信了耶稣，你的罪就可以得赦免，就可以上天堂，就可以平顺过日子。只要你

归向基督，保证你事事如意，功成名就，心想事成，只要你领受福音，从此就一帆风顺

了。」这种说法真是亵渎福音。个人布道不该让人把眼目放在所能得到的一切，而是要人

明白，「你能得到神，你会渴慕神，需要神」。求神帮助我们，将神从福音中显扬出来。

我们不能用神的恩典来取代神，还称它为传福音，这绝不是传道！不管我们拿了多少礼物

在人们眼前晃啊晃，跟他们说你可以得到这些，他们也表示想要得到，但最终他们的心必

须降服于神，然而，他们要的常常只是祝福。他们跟着祷告，填了决志卡，也来到台前，

要得到这些祝福。但事实上，如果他们要的不是神，那么无论祷告了多少次、填下多少决

志卡，也不管走到台前几回，仍旧是无法进天国的。因为，上帝就是福音所预备的真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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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传福音，所传的就是祂，神全然美善，配得一切的荣耀。福音所传乃是祂的名，

祂是福音的赏赐者，是福音所预备的真正礼物，并且，祂就是福音宣扬的目的。 

 

我们再翻回罗马书，请找到第十五章第 8 到 9 节，保罗在整卷罗马书的最后写道，「基督

来为要叫外邦人因祂的怜悯荣耀神」，基督来为要叫外邦人因祂的怜悯荣耀神。同样的描

述也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 20 到 28 节，当时，耶稣即将步上十字架的道路，祂祷告

说，「我说甚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耶稣为什么

而来？为什么祂为这个时候来呢？在上十字架前，主最后说了这句话，「父啊，愿祢荣耀

祢的名！」什么让耶稣甘愿上十字架，是父神的荣耀、尊贵和公义，主为此甘愿从父的意

思。神是福音所预备的礼物，因此，我们要传福音，所传的就是祂的名，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现在在这里的原因，不仅是为了祂的名，更要高举祂的名，使祂的名传遍万国。「我们

从祂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就是我们在此的原

因。我们如果细读罗马书第十五章，就不难发现保罗写此书的原因，保罗写此书信给罗马

的信徒，乃因当时在罗马的福音事工似乎已告一段落，他心里急切往西班牙去，因为那里

的人未曾听过福音。保罗说，「我立志要使福音传遍未得之地，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去到

那里。」这就是他写罗马书的动机，这是一封恳请支持宣教的书信，保罗对罗马的圣徒

说，「我需要你们帮我去到西班牙，好叫福音能传遍那地。」万国的需要在他心中！这里

有个地方很酷，在保罗还没去到罗马之前，他如何描述那些未曾谋面的信徒呢？第一章第

8 节保罗这么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

下。」多美好啊！保罗共进行了三趟布道旅行─ 他写罗马书时正在第三趟的路途中，停留

在哥林多城，保罗走遍各方，不断开拓教会。虽然，他尚未去到罗马，但他在各城各乡间

布道旅行，总是走不同的路线，因此能接触更多的人，途中有信徒跟他分享基督在罗马圣

徒上的作为，所以保罗才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神的工是不是又善又美？ 

 

我原本想要读几封信给大家听，但实在太多了。这二个星期以来，我们收到无数来自厄瓜

多尔、黎巴嫩、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中国等教会牧长的电子邮件，向我们响应

布洛克山丘教会的信心正传遍世界各地，因着我们这个位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教

会，使得这些国家的众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大受激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

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弟兄姐妹们现在做的，正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但

是，我们的信心为其他国家的信徒所知，绝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乃是为了祂的名。所以

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牧长说，「你们在福音事工上大大激励我们了」，将一切荣耀归给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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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为了使福音遍传全地。来听听看保罗怎么说，他提到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有

祷告的责任。保罗对罗马的信徒说，来看第一章第 8 到 9 节，「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保罗未曾见过他们，但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求神也教导我们如此

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殊荣，或许我们都不认识这些厄瓜多尔或黎巴嫩、委内瑞拉、印度

尼西亚、日本或中国的教会牧者，但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祷告，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接

触他们，加入他们，拥抱他们，我们可以跟保罗一样对他们说，「我们一直在为你们祷

告」。他们或许会说，「可是你们并不认识我们阿」。「是啊，没错，但我们仍持续不断

的在祷告中记念你们，不住的提到你们。」多好啊！我们要为各地的教会祷告，为伯明翰

的教会祷告，为全球的未得之地、为失丧的灵魂不住的祈求，为这些来祷告。我们有祷告

的责任，那是我们当偿的福音债，其中充满了祝福。 

 

请再看到第 14 和 15 节，保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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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罗急切的想到罗

马去，非常期待到罗马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无论对希腊人、化外

人、聪明人、愚拙人，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这样的债，就好像你看到房子着火了，你看

到有人溺水了，你别无选择，你一定要快点行动，你不能待在原地不动，这就是保罗劝诫

我们的，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基督既拥有他，他就欠了世人基督。我再用另一种方式来解

释，应该会更清楚。天国这边已得救的每个人，都欠地狱那边失丧的人福音的债；天国这

边已得救的每个人，都欠地狱那边失丧的人福音的债，我们责无旁贷。弟兄姐妹们，我们

对成千上万的未得之民有义务，要把欠的债还给他们，这比财务上的债更攸关重大。我们

欠他们福音债，毫无选择。 

 

我们不仅欠自己的同胞福音的债，也欠了非洲大地三千多个崇拜巫灵、完全不认识上帝的

部落福音的债；还有在日本、寮国和越南的三亿五千万个佛教徒，我们也欠他们每一个人

福音的债；同时，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地夫还有九亿五千万个

印度教徒，我们仍欠他们每一个人福音的债；此外，拥有十亿人口的共产国家，像是中

国、北韩，这些百姓在无神论的环境下长大，完完全全的否认上帝的存在，我们欠他们当

中的每一个人福音的债；更别忘了一百三十亿的回教徒，他们敬拜错误的神，常常禁食、

赒济，到圣地麦加朝圣，持守每日五回的祷告，这些都是福音的硬土，我们都欠他们福音

的债。 

 

你真愿意相信吗？仔细听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欠了福音的债，它将全面改变我们

教会运作的景况，全面改变我们管理生活、经营家庭的方式。一旦我们了解我们对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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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责任，不论在种族和文化上有何差异，我们都有义务将福音传给他们。只有我们明白

自己负了福音的债，才会愿意摆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我们没有立即上天堂，因

为我们要留在世上高举祂的名，并使祂的名显扬于全地，我们有责任为此祷告，为还债来

祷告，这是我们当做的。现在你应该能明白，这是最根本的，相当重要，除非这些事抓住

了我们的心，个人布道才有可能付诸实现。好，到这里先来整里一下，我们必须记得我们

属于谁，还要了解自己所信为何，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最后一项原则，我们必须决定

自己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来，我们必须决定自己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来。 

 

接着往下读，第一章第 16 和第 17 节，这二节的道理丰富深奥，我们不可能利用短短一堂

课的时间说得清楚，所以，我先把它们带出来，引导你体会保罗的心。我们来想想，保罗

决定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呢？第 16 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说实在的，好好思

想这一句话。死而复活、使人得救重生的道理，在第一世纪的当时是为人所不耻的，这一

点我们在课程开始时已经提过，一个可怜的犹太木匠被判了十架的死刑，手脚被钉，死在

十字架上，我们光就当时犹太教的观念来思考木匠死而复活这件事。这群基督徒，普普通

通的人，很多还是做苦力的，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文化里被误认为基督徒像食人族一样。光

是领受圣餐这件事，就相当遭人诟病，因为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对

一般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此，福音的道理总是受到羞辱，保罗非常清楚这种状

况，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 18 节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救

恩在世人的眼中尽是愚昧，保罗很清楚人会有的反应，所以一点也不觉得讶异。事实上他

自己就是这样经历，当他遇见基督，接受了福音，对过去所不耻的出现了全然的翻转，因

为他开始明白，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和他过去一切的行为和主张，都是背逆神的证据，那

才是羞耻，永远的羞耻。他站在主面前，主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顿

时明白，对自己的罪和自己的作为大感羞愧，主却遮掩了一切的过犯。从此，他从抵挡神

的变成顺从神；原在神面前是污秽的，如今因神得洁净；原是充满罪疚的，变成无罪的；

从羞愧的便成光荣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的生命有了转变，无论这世界如何评价你的福音，你都不再以为

耻。并且，不管你过去的罪污有多深，有多黑暗，我都要提醒你，无论你今天带着多深的

罪来听福音，无论你过去多么的惨不忍睹，耶稣基督都亲自为我们担当了，祂把我们的耻

辱担在自己身上，因此，藉由神救恩的大能，你可以尽管站立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下定决心，你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要活出绝无事物可以羞辱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哲

学、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可以羞辱我们，绝对没有。而这也正是福音见证的核心，不是吗？

说到见证，我们常有这样的反应，「我不能传福音啦！别人不会信，还可能当我是神经

病，常常都说他们早就听过了，根本就不需要。」这样的想法已经开始让你感到羞愧了，

然而保罗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对羞耻有不同的看法，基督已经遮掩了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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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羞辱，祂亲自作我们的同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

信的人。」你听见保罗所说的吗？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这个教会被非常有影响力的哲

学思想和意识形态团团包裹，被威权的罗马帝国所包围，而保罗却说，没有任何哲学，也

没有任何思想有能力能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无论那一个都不行。这给今日的我们一个很

好的提醒，那表示，没有其他的方式，没有任何好的建言、参考书、信息讲章或教义，或

现今文化中的一切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无论有多高深、多宽广、多深奥，当耶稣基督的

福音临到时，都将一一垮台。唯有福音是神救赎的大能，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能使人的

心转向永恒和福音，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绝无他物可以羞辱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任何事

物可以拦阻我们。 

 

我还要请你多看一处，非常棒的地方，请你往前翻到使徒行传的末了，第二十八章。使徒

行传从第十三章开始记载保罗的旅行布道，保罗拜访许多不同的城市，他常常走进一座城

里，就进入会堂放胆讲道，经常被赶了出来，就到市集上传救恩之道，他的言论常常惹脑

了当地的犹太人，想尽办法把他赶出城。这就是保罗信主后的生活，他持续走进各城里，

艰难不断，不仅常常被群众赶出城，到了路司得，人们还用石头把他和巴拿巴打个半死；

接着又在腓立比被囚；到了帖撒罗尼迦，又遭犹太人嫉妒他们，耸动群众制造暴乱。有好

几次紧急情况，逼着保罗必须趁黑夜逃离。但无论世人如何迫害他，福音仍不受拦阻的在

腓立比传扬开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后续的记载，随着保罗的足迹，教会被建立起来，福

音在各地兴旺，无论在帖撒罗尼迦的暴动有多么可怕，教会仍然被建立起来；无论在雅典

遭受何等的嘲讽讥笑，还是得着许多相信的人，福音仍被拓展开来；在哥林多城艰辛的处

境下，他仍然写出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福音持续兴旺。尽管不信的犹太人多番处心积

虑的害他，但他们终究抵挡不了福音，得救之道不住蔓延开来。 

 

保罗在哥林多城里写下这卷罗马书，这是他写给罗马众信徒的书信，保罗写好封印后，差

人把它送出去，他对罗马的众信徒说，「我即将往耶路撒冷去，将弟兄姐妹的捐赠带给耶

城的教会，之后我很快会到罗马来，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保罗照他所说的，下到耶

路撒冷去，问题是，他一到那里就以亵渎摩西律法和反叛罗马政权的罪名被逮捕了，经过

一连串讯问过程，他被羁押到罗马去，他终于到罗马了，但情况与保罗原先所计划的截然

不同，他果真来了，但系着手铐脚镣，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所读到的景况，他

终于到了罗马，却被软禁了。 

 

虽然保罗被软禁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我要请你特别看到使徒行传末了的记载，第二十八章

第 30 和 31 节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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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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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在那里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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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酷的地方就在第 31 节的最后一句，「并没有人禁止」，意思就是「不受拦阻

的」，建议你把这句话划下来。想想看，福音在各地宣扬，没有人能制止，无论你用什么

方法，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无人能制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绝没有任何文化、任何哲学或思想能够抵挡福音

的大能。 

 

因此，这带入到个人布道的终极问题，「你要让福音在你手中停止吗？」这话是给你的，

不是你身边的人，就只问你，「你要让福音在你手中停止吗？」这既存在你心中、在你生

命的福音，将止于你吗？或者要透过你接续传扬出去？这是你、我，每一个基督的跟随者

在内心深处都必要回答的问题，「我要为传福音而活吗？或为耗尽福音而活？」这是我们

要面对的选择，你心中的答案为何呢？ 

 

最后，你是否愿意为传扬福音，预备自己，献上自己的生命。求神透过所赐给我们的福

音，更加彰显祂的荣耀。我要请你来察验自己的内心，你活得像个福音的仆人吗？你乐意

将福音传扬出去吗？乐意为福音被分别为圣吗？你是否常常提醒自己属于谁？你是否真的

认识福音？你是否真正了解所信为何？你知道自己为何会在这里吗？为何会听这篇信息

呢？你又为何会住在现在住的地方呢？为何会在本地工作呢？「高举祂的名，使福音传遍

万国」，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必须决定自己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你心中愿意

活出不以福音为耻的生命吗？就像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断福音存在你心中。这就是我们

极需要圣灵在今日教会里唤醒我们的胆识。我要为大家来祷告，也请你为自己祷告，我期

待大家从这一系列课程的开始，就把你的心完全的交给神和祂的福音，求神使我们活得更

像基督。 

 

神啊！我们恳求祢，求祢把福音放到我们的灵里深处，求祢更新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感受

到这责任的重要，好叫我们明白自己欠了福音的债。神啊！帮助我们渴慕祷告，为自己祷

告，也为教会祷告，让我们明白，我们原是为神的福音被分别为圣的。让我们透过所读的

这些真理，让我们透过罗马书第一章里，祢给保罗的心，持守在基督里的心，求祢此时此

刻掌管我们，求你用属灵的丰富填满我们贫穷的内里，催促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我需要学着做，甚愿在我的日常与人互动中，逐日的织出福音的

脉络，我甘心做福音的仆人。」神啊！帮助我们能更多活出基督的样式。愿神使你活出基

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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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