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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課 ND-406:《領人歸主》 

于宏潔弟兄 2015 年 10 月 18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28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

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前。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

力。」 （西 1:28-29）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謝謝祢在創立世界以前揀選了我們，當我們還死在罪惡過犯中的時

候，祢也為我們流血捨命，救贖了我們。主啊，我們何等感謝祢！也希望我們這個人成為祢福

音救恩的出口，不扣留祢的恩典。祢祝福我們今天的題目，讓我們在每一個題目的裏面，我們

不光知道祢的心意是什麼，更讓我們能夠活在其中，能夠讓福音普傳天下。聽我們的禱告，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今天的題目是講到《領人歸主》，廣義來說，當然絕對不只是為了福音朋友得救，為了還

沒有信主的人得救；所有的人都需要被帶回到主的面前。聖經上也說到：有的時候， 神的兒女

們軟弱跌倒，「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加 6:1） 

所以，我的背誦經文特別挑《歌羅西書》第一章第二十八節、二十九節，它是可以用得很

廣。它說：「28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

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前。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所以，保羅這一生不光是傳福音給不信的人，保羅的這一生就是用 神的道，靠著聖靈的大能把

所有需要的人就是要帶回到主的面前；「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

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 神面前」。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比較集中在「領人歸主」，就是領人能夠信主，叫不信的

人能夠信耶穌。當然同樣的原則，我們也可以用在我們的家人，用在我們的朋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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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領人歸主的重要 

首先我們必須先看看「領人歸主」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為什麼在我們《新人門徒訓練》

（ND）的課程裏面我們十二個題目講到生活要把這個放進來？因為這個應該是我們生活的一部

分，所以當我們真認識「領人歸主」的重要的時候，我們比較能夠真正去傳福音。 

在這裡第一件事情講到我們為什麼要去傳福音，為什麼要「領人歸主」？ 

第一個講到「體會父神的心腸，不辜負基督救贖的大愛與大功」。 

我們平常傳福音，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人的需要，對不對？我們想到傳福音說：啊呀！希

望他能夠信耶穌，能夠信耶穌，能夠過一個積極、正面、有意義的人生；希望他能夠脫離痛苦；

希望他的難處可以解決；希望他能夠光明正大地過有意義的一生……我們傳福音常常都是想到

人的需要。所以很多的時候，當你看到一些你不喜歡的人，或是你自己不想傳的時候，你可能

就不傳了。因為你會覺得好像他也過得蠻好的，或是他抗拒，我就不想傳了；或是他是我很討

厭的人，我也就不想傳了。 

但是，傳福音的第一件事情：我們為什麼要傳福音？是因為 神希望萬人得救！這個《彼得

後書》第三章第九節講到：「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連一個祂都不希望。

所以，為了這個緣故，祂打發祂的兒子來。所以，《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節講到：「 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獨生子，

那個 神最愛的兒子賜給了他們。 

第一件事情、體貼父 神的心腸，不辜負基督救贖大愛與大功 

祂愛我們，愛所有世上的罪人。那麼從《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三個故事我想我們都可以

體會到，連一百只羊掉一隻找回來，整個天上的使者都為它歡樂，這喜樂是大的！就連一隻回

來 神都喜歡！十塊錢掉了一塊錢，點上燈細細地找，直到找著了，找著了以後那個婦人心歡喜，

找鄰舍來一起慶祝那個失而復得的。同樣的，浪子出去，等到浪子回來的時候，你知道父親的

心，整個心歡喜，跑過去抱著孩子連連親嘴。我想我們如果能夠體會到父 神的心腸，體會到耶

穌基督為了這件事情來到地上，也為了這件事情受盡了羞辱而最後死在十字架上，那完全就是

為著要救我們免掉沉淪。這是他們對我們的愛，父 神的愛！ 神兒子的愛！在這裡要挽回，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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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救回來。 

以前我們認識一個弟兄，他的孩子才七八歲吧，我忘了是幾歲了。有一次他們在一個車禍

裏面孩子當場摔出去了，就死掉了。我去參加他兒子的葬禮，因為跟他是很熟的弟兄。我記得

那天在葬禮上，這位父親，這是他獨生的兒子，其他是三個女兒，有一個女兒是智障的。所以，

在那個葬禮上他們都表達了他們的捨不得。我記得那天父親講一句話，他說：我真巴不得他像

平常一樣出去玩了，晚一點回來，甚至忘了回來都沒關係。他就希望他還是活著的。這就是那

個父親的心，少掉一個孩子，他整個的心沒有辦法安息，沒有辦法喜樂。同樣的，在 神的心中，

只要有一個人沉淪，有一個人失喪，祂都要出去尋找的。所以，我想這是我們在傳福音的事情

上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越深地愛 神，越深地能夠體會父 神跟基督耶穌的愛，那我們就不能不傳

福音。 

第二件事情、幫助人脫離永遠的審判，永遠的沉淪，永火的審判 

聖經裏面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像《希伯來書》九章，這些經文我都不列了，因為我相信大

家都很熟。講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 9:27）所有的人將來都要面對審判。

不信耶穌的是面對白色大寶座的審判，信耶穌的 神的兒女們要面臨基督臺前的審判，所以，所

有只要活過的人，都需要面對審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 9:27）那對這個 

神兒女的審判是「家法處理」，不會永遠地沉淪，頂多受虧損，頂多被責備，頂多受管教；但

是不信主的人，《啟示錄》第二十章講得很清楚，那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就是生命冊打開來，

凡是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他都要被丟到硫磺火湖裏面去。那《馬可福音》第九章告訴我

們：「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可 9:48） 

那我不曉得大家能不能夠去想象那個痛苦。我曾經在講道的時候舉過《馬丁路德傳》那個

電影裏面，講到天主教時代的神父賣贖罪卷。為了推銷能夠賣得好，他把整個村莊的人召在一

起，然後當眾弄火把燒自己的手，整個燒焦，痛，他整個人冒汗，所有人看得都嚇到了！他就

說：你們如果不買贖罪卷，將來你和你的家人就是這個樣子。所以，要叫他們盡量的買。弟兄

姊妹，其實那個火再怎麼樣燒，燒死一個人也不過幾分鐘的事情，但是永火的審判（iternal fire）

是永遠不停的。「在那裡，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可 9:48）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在我們裏面是真的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不傳福音，我們也不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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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至近的親屬、家人、爸爸媽媽、兄弟姐妹能夠任憑他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很多

人都很孝順父母，寄衣服啊，寄營養品啊，來到美國買一點好的東西帶給爸爸媽媽，我們每一

趟去遠東也都要帶一點禮物送給一些至親好友，但是沒有一個禮物比永生更重要了！尤其如果

他還沒有得救，沒有一個禮物比永生更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真看見的話，就是要免掉別人永遠沉淪的悲劇，光為了這件事情我們就非

傳福音不可。所以，我不久前剛剛講到那個小孩子去發福音單張，碰到那個大人不要，那樣子

抗拒，啊呀，那個孩子那麼迫切地對他說：叔叔，你到了地獄裏面就再也沒有福音單張了！你

就是到了地獄再也沒機會的了，死了就沒機會的了。所以，有一次有一個姊妹問我，她說：于

弟兄，她說她的外婆，她很愛的外婆去世了，但是沒信主。她說人死了，真的沒有機會了嗎？

我說至少聖經上是這麼說，我們所相信的就是這麼回事。所以，無論如何，要為了自己家人禱

告，等一下我們都會提到。 

第三件事情、落實大使命，促成 神旨意的完成 

大使命是耶穌走之前，升天之前交給我們的，叫我們要去，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主的門

徒，能夠要去傳福音，「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這是主走之前託給我們的使命。另外，它也促成 神旨意的完成，就是《聖經》裏

面有很多的經文，像《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十四節，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所以，福音如果沒有傳遍天下的話，主耶穌還不會回來。

所以，今天教會很重要的責任就是，如果我們渴望主早一點回來，結束這一個可怕的世代的話，

結束這麼多犯罪、不公平的事，我們要傳福音，能夠迎接主的回來。 

《羅馬書》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節到二十六節那裏，講到：「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

（羅 11:25）《聖經》上告訴我們說：「25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26 於是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羅 11:25-26）所以，以色列也要得救，他們得救之後，引進了主的再來。所以，

今天的傳福音，要等得救的人數滿足了。所以，換一句話說，  神那邊可能有一個計算器

（counter）正在算，不曉得到哪一天，壓垮駱駝的那根稻草終於出現了。就是這一個人得救完

以後，末期來到了，主回來了。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傳福音，是帶著一個這樣的準備，知道早

晚有一天，日期滿足了，人數滿足了，主要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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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件事情，是聖徒蒙福，蒙 神悅納的秘訣，也是屬靈生命健康、長進的明證 

我想任何一個基督徒，只要他真正地愛主，他一定會傳福音。只要他對救恩的真理，是真

實的認識和瞭解，真實的相信，他不可能不傳。所以，一個生命健康，一個生命在主的面前成

長、成熟，他一定結果子的。只有不成熟的果樹，結不出果子。一個健康成長的，他一定結果

子。向下紮根，向上結果。 

所以，活水管子兩頭流，對不對？它一面是進來的，一面是出去的。所以，一個基督徒，

他跟 神的關係正不正常，他屬靈生命健不健康，他這個人活得是不是有意義，活潑、喜樂，關

鍵是在於他是不是扣留了主的恩典，尤其扣留了 神的救恩。所以，一個健康的人，他一定是活

的。一個水，如果是新鮮的，是活的，它一定兩頭都開的，它不是扣留的。 

所以，以色列地上面是加利利海，從黑門的甘露承受活水，然後約旦河流遍以色列，成為

以色列最重要的水源，所有的灌溉，三分之二都是靠它。那麼到了死海，它就不出去了，死海

就把它給扣住了。所以，死海它的那個含鹽度達百分之三十幾，它根本就是沒有魚可以生存，

它也不能灌溉，它沒有任何的用處。所以，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一個健康的聖徒，他不光承

受恩典，領受祝福，他一定是祝福的出口。 

所以， 神叫亞伯拉罕， 神呼召亞伯拉罕的時候， 神說：「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

（創 22:17）所以，基督徒被招來是承受祝福。那第二件事情呢，祂說：「 地上萬國都必因你

的後裔得福」（創 22:18）換句話說，亞伯拉罕被召兩件事情：一個是承受祝福，一個是成為

祝福。那今天我們在基督裏都承受了祝福，得到了永生，那同樣的這個祝福怎麼樣從我們的身

上能夠出去，這是我們第二件的事情，這是 神給我們的託付。 

好，那我們就是這樣大概看一下。 

二、 保羅的榜樣 

那麼《聖經》上傳福音榜樣很多，彼得啦、腓力啦，他們都是很好的傳福音榜樣。但是，

我特別提到保羅。那保羅這個人，他不光 神把傳福音的使命特別也託給了他，那他這個人是

「一個傳福音的人」。 

我想你們一定要很奇怪，為什麼我的綱要要寫說「成為傳福音的人」。就像我們說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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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我們的教會是一個禱告的教會，並不是說教會沒有禱告，教會一定有禱告的，但是有禱

告並不代表是禱告的教會。那成為一個禱告的教會，就是這個教會是以禱告為根基的，禱告這

件事情是教會不可少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特色。同樣的你要傳福音，不是說我有傳福

音，我就是一個傳福音的人。而是我這個人，就是福音好像抓住我，讓我不能不傳福音，我看

到人就想把福音給他。那這就是保羅。 

所以，我沒有空把他所有經文列出來，《哥林多前書》第九章第十九節到二十三節，是保

羅在傳福音的這件事情上，他是一個最好的榜樣，我摘錄了一些話，光我們讀過去就很好了。

第十九節他說：「 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

人。」保羅他甘心失去自由，甘心受限制，為了要叫人得到福音。前面他是講說：「20 向猶

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

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

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這些話就是保羅的心，他就

是一件事情——要救人。 

那麼接下來他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林前 9:23）所以，你就發現保羅這個人，他整個的一生，你不管把他擺在哪裡，他就是要把

耶穌基督傳給人，他就是要把福音給人。 

那我們說過福音不只是得救的道理，福音就是耶穌基督，福音就是講到耶穌基督。整個全

備的救恩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福音是一個活的人（living person），講到耶穌。所以，保羅

不管到哪裡去，他都是要叫人得福音；他不管做什麼事，他都要叫人與他同得福音的好處。他

雖然是自由的人，他願意為了眾人，他能夠失去自由，能夠作眾人的僕人。甚至在《羅馬書》

第九章，保羅說他心中裏面常常憂傷，常常痛苦，他說：「 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

自己被詛咒，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 9:3） 

所以，我是講到要傳福音的話，絕對不能夠把它當一件事情，當一個要求。這是第一件事

情，我們裏面只要有真正的負擔，要有真正的愛。沒有愛，我們傳福音，別人可以感覺的到，

別人只是覺得我們想說服他，別人覺得我們好像是拉他入教。可是如果我們真正關心他，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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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他，我絕對相信福音朋友可以感受到我們的動機是為了愛他們。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鼓勵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隨便去辯論。我們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接受

福音的培訓，特別提醒我們，絕對要避免落入辯論。你無論如何要讓對方知道，我今天跟你談

耶穌，我今天跟你談福音，是為了愛的緣故，是因為耶穌愛你，也是因為我們愛你，這是一個

讓福音朋友很難抗拒的一件事情。他知道你們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所以，我 1979 年在美國讀書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位弟兄，他游走佈道，來到我們學校，

他那天傳福音。他一個心愛的女兒，很年輕，他最愛的女兒，獨生的女兒，病重死掉了以後，

他原來是一個企業家，賺很多錢，人生什麼享受他都做。等到他女兒突然一下子病危，然後他

就看著他女兒，他花了那麼多錢，怎麼樣的盼望，救不回他的女兒，他女兒就死掉了。所以，

他對人生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他甚至都不想活。所以，有一次不曉得他是因為憂傷過重呢，還

是因為什麼緣故，反正他被送到醫院裏面，他住在醫院。別人來跟他傳福音，別人跟他傳福音

他原來都不信的。那一天教會的人，還是團契的弟兄姊妹就又來看他，在病房裏面，安慰他，

跟他講話，然後到最後就跟他說：我們一起為你禱告，好不好？他說：好呀！禱告？禱告就禱

告。 

他就閉起眼睛來，然後他就聽到，這些人怎麼搞的，禱告是從底下聲音出來。他就很好奇，

他說我就偷偷張開眼睛一看，這些人到哪裡去了？一個都不見了。他就歪頭一看，來看他的人

全部跪在他的床邊，跪在地上。他想，這些人是誰？跟我又不認識，又沒有什麼關係，爲着我

跪在地上，爲我迫切禱告，爲我流淚禱告。他說他那天整個心他就融化了。他想，這班人是他

沒碰過的。因爲，他感受到弟兄姊妹對他的愛。所以，他後來信了耶穌以後，他把他的企業也

停了，他就是走遍各地，到處去傳福音，他還寫書。 

這是保羅似的人，保羅成爲一個傳福音的人，一個真正有負擔、真正愛 神、真正愛人、裏

面帶着愛的、帶着火的。所以，當我裏面有火的時候，才可能去爲別人點火，對不對？當我裏

面真正有愛的時候，我才能把愛給別人；當我裏面真正充滿着生命，我才能夠把生命跟別人分

享。所以，這裡是講到成爲一個傳福音的人。 

第二個，他「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使者」。 

《哥林多後書》的這一段《聖經》，這個使者的英文就是大使（Ambassador），成爲傳福

音的大使。所以，講到他尊貴的職份，還有講到在聖靈裏面的權能。他是成爲一個傳福音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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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說：「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與 神和好。」（林後 5：20）你知道大使，一個國家的大使，這個國家越強盛，這個國家

越偉大的話，這個大使出去，他的身份地位，他的尊貴都是不一樣的。那我們居然是成爲，保

羅說：「我們作基督的使者」（林後 5：20），是基督的使者（the ambassador of Christ），被

差到地上的國。所以，我們今天不管在公司裏面也好，去哪裡也好，你要知道，我們是 神的大

使，被打發出去。 

我上個禮拜讀到一個見證，是一個教會他們牧師寫的一本書。他說他們教會有一個年輕人，

他在信主之前，他犯罪，犯了罪以後，被法院判刑。那麼後來，他就來到教會裏面，他信了耶

穌，在審判的期間。法院本來可能可以把他判到 20 年的，但是，看到這個人有很大的改變，非

常明顯的改變。法官也好，檢查官也好，都知道這個人有改變。但是，又沒有一個具體的證據，

可以證明他有多改變。所以，他們在給他判刑的時候，就先試着讓他先送到一個監獄去，讓他

在那邊半年或是一年，然後看他的表現，然後再決定最終的判決（final sentence）。 

這個孩子被送到那個監獄之前呢， 教會的牧者、同工們就爲他禱告，就跟他說：你是被打

發去監獄的，我們派你作大使、福音的使者，到監獄去把福音傳給他們。哎呀，這個年輕人其

實從前是犯罪的，對不對？然後也信主不久，但是，他接受教會的打發，他就到了那個監獄去。

結果你知道，在短短的一年裏面，那個監獄 110 個犯人，有 60 個犯人信耶穌。他就是進去，他

的見證、他的愛、他的表現影響了很多的人。 

我還聽過一個無期徒刑的犯人，他被一個小女孩寫信感動信了耶穌，信了耶穌整個人改變。

他也是在監獄裏面，這個監獄裏面很多人因爲他信了耶穌。結果那個監獄的次序就變得非常的

好，都引起了日本的注意，想說，這個監獄爲什麼次序這麼好？後來，來調查這個原因，才發

現聽說是這個犯人，他在那邊，他感動了很多人，他影響了很多人。後來，他們就大概跟他面

談談了以後，這個犯人說：你可以把我送到日本最壞的監獄去，我願意為著主去最壞的監獄。

他們說：真的嗎？他說：是的，我願意去。這個人就被打發到全日本最壞的一個監獄去，他也

是帶着這樣福音的使命去。那邊根本都是無惡不作的犯人。但是，這個人靠着聖靈的大能，他

知道他是 神的僕人，被 神差遣的，他是代表基督的，聖靈跟他同在。 

所以，保羅在這裏講說：我們傳福音的時候，「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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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信心。」（帖前 1:5）所以，當我們真的在這裡傳福音，是靠着聖靈大能傳的時候，弟

兄姊妹，聖靈印證我們所傳的福音。所以，《使徒行轉》爲什麼有神蹟奇事隨着教會，這是今

天教會的軟弱。我們在傳福音，傳得軟趴趴的，都是要求人家一樣。哎呀，你信耶穌就好

啦……左請吃飯，右請吃飯，這個的確很重要，但是，不是這樣。當我們講到福音的時候，它

其實是很尊貴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羅不光是一個傳福音的人，他是一個傳福音的使者。他說：「我說的話，講的

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林前 2：4）所以，不見得一定

要神積奇事。當然，有神蹟奇事那是更好，更有說服力。但是，就算沒有外面的這些所謂的神

蹟奇事（signs and wonders），我們生命的改變聖靈印證我們所傳的，聖靈在這裡見證我們所傳

的，那個福音的果效一樣是很特殊的。 

三、 領人歸主的落實 

好，底下我們就講到領人歸主的落實。其實我們都知道傳福音的重要，尤其我剛剛開始前

面講到的那幾個點。但是，大家覺得，我們爲什麼不傳福音？覺得我們不傳福音最主要的原因

是什麼？ 

“不好意思傳。”還有沒有？ 

“不知道怎麼傳。”還有沒有？ 

“怕被拒絕，不敢傳。”對，還有沒有？ 

“沒有愛，缺少愛。”那個也都是很直接的原因。 

所以，我們常常知道傳很重要，但是卻不傳，一方面我們說的，我們不會傳，真理不熟；

我們不敢傳，因為怕被拒絕，怕被丟臉；不想傳，就是很懶，對不對？我們自私慣了，想說算

了吧。有的時候是不能夠傳，因爲沒有見證，不敢跟人家講我是基督徒。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 神的僕人，他在臺灣還曾經跟老蔣總統傳福音的一個傳道人。他說他

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坐火車，他自己身體也不太好，好不容易搶到一個位子坐下來。後來，來

了一個大概是中年婦人吧，就故意站在他前面，那個時候他還比較年輕，就一直這樣瞪着他。

然後，就說：哎呀，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不懂事了，不會讓座。因爲那個火車我們以前小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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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從臺南到臺北要坐八個小時的。所以，你搶到一個位子誰都不捨得讓，對不對？所以，這

個婦人就故意站在這個年輕人的面前，左嘆氣、右嘆氣，說現在年輕人不懂事，幹什麼的。他

說他後來火車時間這麼長，他以前每次坐火車，搶到一個位子，中間就拿出來讀《聖經》的。

他說被她那樣講，他就《聖經》都不敢讀了，可是他心裏面又很不舒服。他說因爲今天我身體

真的不舒服，我沒辦法讓你，不是我不讓你。但是呢，他就覺得在別人面前，已經被別人這樣

看了，他就不敢傳。 

很多的時候，我們在同學的面前，在同事的面前，平常的生活跟人家一樣，講那些嬉笑不

合聖徒體統的話，或是做一些別人怎麼做，我們也怎麼做的事情。等到你真要跟他傳福音的時

候，你就有時候不敢開口。 

有一次，我在一個教會的弟兄（那是二十多年前、三十年前了），他一個朋友長癌症，他

特別請我去跟他去看看他朋友，他說：我這個朋友突然發現癌症，而且蠻危險的，整個人很緊

張，覺也睡不着。他說：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跟他傳福音？因爲他知道我生過很多病。那我就跟

他去了，去了跟他朋友先聊聊，問候啊，了解他的情形，然後，我就跟他傳福音。我傳福音傳

到一半的時候，這個病人就突然問這個跟我一起去的弟兄，他說：你爲什麼會帶基督徒來看我

呢？那他就只好承認，他說：我是基督徒啊，我希望你……他說：啊？你是基督徒？我跟你認

識了二十年，我從來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因爲他們年輕，學校長大，混在一起，打在一起。我

這個朋友就從來不敢跟他做見證，因爲以前高中、大學，大概都是混在一起，眷村長大的或是

怎麼樣，生活見證比較鬆散。所以，他碰到他生病的時候，想叫他得救，但是不敢跟他傳。所

以，那天他那個朋友那麼驚訝一講，我看我那個弟兄很不好意思。跟他相處了二十年，朋友不

知道他是基督徒。 

還有一個我們可能不傳的，就是我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必要傳，反正有人傳嘛，對不對？

反正「預定論」，要得救，就一定得救， 神預定的就會得救，我不傳他也會得救。他如果不是 

神預定的，我傳也沒用，我幹嘛去傳呢。所以，有些人就是抱着這種觀念，這種「預定論」。

所以，他就不傳。但是，我在想我們知道了福音的重要，我們也看見了保羅的一個榜樣，然後，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自己。我也很希望大家聽這些東西不是聽過就算，我們都要跟自己有一些具

體的落實的路跟真正的挑戰。 

我這裏提了幾個點，雖然是用「不」，好像有一點從消極的（negative）角度來講，但是，

其實後面的話，是我真正的意思，是正面的。所以，前面的「不、不、不」，是爲了幫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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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記，重點是在後面。   

第一個、不能不傳 

因爲，福音是 神的命令，是 神託付給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欠別人的債，更是一個愛的催

促。所以，保羅說：「16 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

便有禍了。17 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林前

9：16-17）《羅馬書》第一章第十四節，他說：「無論是希臘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 

他在這裏一方面是講到，這是主的命令，主把福音的責任交給我們；另外一方面，保羅告

訴我們，我們是欠了別人的債。因爲福音給了我們， 神叫我們去傳。所以，我們如果不去傳，

我們就欠了別人，是欠了別人的債。所以，不要不傳，尤其我們前面講到的，一個人如果我們

不跟他傳福音，等於就是在他永遠沉淪，接受永遠審判的申請書上、同意書上，我們簽字了。

所以，這是一件很重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教會剛開工的時候，我那時候特別跟弟兄姐妹講，我說：傳福音给我們的家

人是 神特別託給我們的責任，如果連家人都不跟家人傳的話，你要寄望誰來跟他們傳？所以，

我說我們跟每一個自己的家人都欠了債，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債還清。 

所以，那時候我特別請求弟兄姐妹，我們每一個月，至少有一次的禮拜二禱告會，是禁食

禱告會，是專門集中為著家人禱告的。請他們把所有沒有信主的家人，至少自己的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要寫下來，其他阿姨啦、什麼表哥、堂哥、遠親啦，你如果寫不完，一下寫太多，

你也蠻挫折的，你至少先從最基本、最直接的家人寫起。你一定要在信心的裏面接受 神的話，

就是說如果（what if）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明天就走了，或是這個禮拜是他最後一個禮拜。你

不要以爲我烏鴉嘴亂講話，我們教會已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突然一下子父母親或兄弟姐妹走掉

了，這種事情發生了好多個，都是在不知道的時候就發生的。甚至小孩子一歲半，跳上跳下的，

吃了一口稀飯，結果噎到了，就死掉了。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知道，誰什麼時候會走？ 

所以，尤其是我們自己親愛的家人，弟兄姐妹，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放在我們的心上。要爲

他們禱告，這是 神託給我們的，就算爸爸、媽媽或兄弟姐妹遠在中國、遠在臺灣，或是不在旁

邊，至少我們在禱告裏面我們不能放鬆。我們要爲着他們求 神在環境中興起基督徒來接觸他們，

要有福音的管道給他們。特別是作兒女的，你寫信給爸媽，我們以前那個時代，寫一封信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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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禮拜才到。那現在這些電子郵件（E-mail），什麽社交工具（Facebook）啦、視頻通話軟件

（Facetime）啦，什麽東西都很方便了。所以，常常錄一點屬靈心得、一些福音的見證、一些聖

經的真理或是一些小的文章、小的錄像（Video）或是好的信息，跟父母親，跟兄弟姐妹作見證。

因為爸爸媽媽想孩子嘛，一定會很想聽聽孩子的近況。所以當我們自己跟父母傳福音的時候，

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你不要怕他們會拒絕或怎麼樣，你就是傳，帶著愛心，禱告，然後做。

每一次寄出去的時候就禱告，送出去，你不知道哪一天或是哪一篇信息或是哪一句話，那天正

好 神可以使用它們。 

所以，不要不傳，那個負責撒種是我們的事情，叫它生長的是 神。流淚撒種是我們，那有

一天祂歡呼收割的，我們只要負責做。那麼聖靈做其它的部份，對不對？我們就是撒種，我們

就是忠心地傳，你就是不能夠不傳。你要知道這個福音太重要了。 

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姐妹放在禱告裏面，一年應該都跟主承諾（commit）至少一個人，

從自己的家人著手，或是你公司最直接的或是你的室友，就是向 神禱告一年要有一個人得救。 

同樣的，我也很希望每一個小組都應該在主面前，因為我覺得我們教會的福音工作做得不

夠。如果真看見福音這麼重要，真看見福音可以給 神帶來喜樂，給基督帶來安慰，能夠叫人免

掉沉淪，永遠沉淪的悲劇，能夠叫人在今生就享受救恩，享受 神的恩典， 神的眷顧， 神的帶

領， 神的保護，爲什麽不做呢？對不對？你有什麽東西讓我們不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大家放在禱告裏面，小組都應該跟 神承諾（commit），爲了二零一六年，每

一個小組應該試著禱告要交三個人的帳。我不是爲了人數增加，你們瞭解我就知道，我蒙召的

時候就說：教會不要大，一百五十個人就好了，因為我的度量有限，身體力量都有限。我不是

喜歡人多的教會，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喜歡傳福音，我希望人越多得救越好，真的！就算他不在

我們教會，只要他得救了我都高興。所以，爲什麽有時候主日講道，一個正常的講道完了以後，

我雖然不知道底下有沒有福音朋友，而且也不是福音聚會，但是我們願意順著裏面的感動發出

福音的邀請跟呼召，那沒有人舉手不是很丟臉嗎？那又怎樣（so what），我寧可被丟臉，寧可

好像沒有人舉手，但是我寧願看見有人，萬一有人呢？萬一有人就决志了呢？對不對？所以

「是命令，是責任，是欠債，更是愛的催促」。 

第二個、不亂傳：一定要熟悉救恩的真理，接受福音的培訓，參與福音聚會 

不要因為這樣寫大家就不敢傳福音了。剛得救就可以傳福音的，剛剛得救就可以傳福音的。

我曾經講過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弟兄在上海，上海教會那個時候大復興，福音的能力非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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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救都得救的很清楚。那有一個弟兄第一次聽福音就信了耶穌，他那天晚上回到他學校的宿

舍，他讀交大的，八個人一間。晚上要睡覺以前呢，自己裏面有一個催促叫他禱告，他就跟主

說：主，我又不會禱告。主就叫他禱告，而且叫他跪下來禱告。那他就覺得很丟臉，他說我又

不會禱告，然後跪下來，那我這七個室友看到我，那不是都嘲笑我嗎？他心裏面就很不敢，但

是聖靈感動他，結果他就順服。他順服他跪下來禱告，而且他不光跪下來，聖靈還叫他開口禱

告，這個更不得了了。沒想到他一跪下來以後，其它七個室友全部注意到了，就在他後面排成

一排，都跟著他一起跪下來。所以，他就知道他們在跟他惡作劇，後面跪了七個人，而且房間

太小了，跪不下，跪到宿舍的走道上。那別的宿舍的人走過來看到，說這些人幹什麼，跪在這

邊，很好奇就通通跪在後面就跟著了。 

那他在那邊，聖靈就感動他開口禱告，所以他就很真心，很簡單的禱告，他說：主耶穌，

我感謝祢！沒想到第二個人就學他，主耶穌我感謝祢，那第三個學第二個，第四個學第三個，

他講一句就傳一句出去。他說：我謝謝祢，讓我今天聽見了福音，讓我看見我是罪人，他就那

樣很安靜地一句一句地禱告。他自己非常感動，他自己就這樣很認真地禱告。那一天呢，他這

樣的順服，後面好幾個人受感動，都跟他講你在哪裡聽福音，我們願意來信耶穌。 

剛得救，第一天，才生的嬰孩就可以傳福音，沒有任何福音裝備，沒有任何道理，但是真

正有愛，真正有聖靈的工作，福音—— 神的大能。但是，并不代表我們不需要裝備，要儘量地

熟讀《聖經》的真理，救恩的真理要講清楚，不要跟別人亂說。 

以前，我在一個地方聽到有人跟別人講，我們在一桌吃飯，整個桌子，兩三個基督徒，其

他是沒有信主的同事。有一個同事就在講說他們想生孩子，老是生不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間

有一個基督徒的姊妹，在別的教會的。她說：哎呀，來教會啦，信耶穌，信耶穌就會生孩子。

我那個時候就有點不好意思，誰跟你說信耶穌就會生孩子，她說而且是生男的。沒有這樣傳福

音的，沒有這樣傳福音的。沒有說信耶穌就一定拿綠卡，沒有說信耶穌就一定找到工作，沒有

說信耶穌就不會撞車、不會有苦難。你相不相信，如果我們今天跟人家講，你只要信耶穌，你

的小孩不會傳染上流行性感冒，整個灣區全部信耶穌，教會擠不下的，如果你有辦法講這樣話

的話。弟兄姐妹，這不叫「福音」，這不叫「福音」。 

「福音」是論到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整個福音的中心就是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所以我們不

可以亂傳，要熟悉《聖經》的真理，接受福音的培訓，然後一定要參加教會的福音聚會。所以，

在這裡保羅說：「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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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 1：8） ，他一共兩次講這句話，我後面的省掉了，他說：

「11 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

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加 1:11-12） 。所以，保羅把《聖經》福音的內容

寫的清清楚楚的，我們一定要熟讀《聖經》。 

那彼得也告訴我們：「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

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 。那換句話說， 神的話已經豐豐富富地存在我們心裏，當人有這

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就好像從一個工具箱（tool box）拿出所需要用的東西，能夠解決

問題。所以，當這個人是這方面的問題；那個人是不相信宇宙有 神；另外一個是相信有 神，但

是爲什麽是耶穌呢？你要常作準備，碰到不同的人怎麼回答他，都預備好。有的人說：我不需

要，我覺得我活的好好的，那你要怎麼回答他？ 

所以，以前我們有過一連串福音的培訓，就是針對各種不同的人。有的人說：我相信有 神，

也願意相信是耶穌基督，但是我不知道怎麼信；或是說但是我覺得時候還沒到；或是因為說因

為我的家裏面有傳統宗教，我信了耶穌我爸爸會很憤怒，因為他要我祭祖，要我燒香，不准我

信耶穌。所以有各式各樣的問題，那我們就應該接受這樣的培訓，碰到不同的人，我們知道該

怎麼做。這是一個裝備。 

第三個、不怕傳 

剛剛我們講到了，說可能會被拒絕。所以我寧可被拒，不願意後悔，不願意造成遺憾。所

以，保羅說：「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 1:16） 。

所以，我們只要負責傳，結果交給 神。你只要相信一件事情，這是我父親很影響我傳福音的原

因之一。我曾經跟你們講過，我爸爸是一個傳福音的人，他到哪裡去都傳福音。他坐火車傳福

音，他坐汽車傳福音，他上火車以前就先為著今天要坐在他旁邊的人禱告，所以來了以後他就

跟人家傳福音。所以他也會被別人嘲笑，他又是個軍官，有時候穿著軍服上面還有花的了，人

家會想說你這樣子的人也信耶穌，嘲笑他，瞧不起他。他就是跟人家傳。 

總司令來廠裏面視察的時候，我爸爸是廠長陪著他。平常晚上都要陪他們出去吃飯的、幹

嘛的…。我父親就跟他說：晚上有聚會，不來陪你了。但是，連總司令他都敢跟他傳。那這個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10-18 

 
 

ND-406                                                                                                                                                                                        Page 15 
 

在那邊你是冒著掉官的危險的，你怎麼敢做這件事情？但是，我爸爸說：人人都需要耶穌。 

他說有一件事情我們知道的——每一個人都需要耶穌。他不相信耶穌，因為他沒有機會認

識耶穌；他拒絕耶穌，甚至他抵擋、他反對、他逼迫你，是因為他沒有真認識耶穌。真認識耶

穌的人，沒有人不需要耶穌的，沒有人不知道耶穌寶貴的。所以，這句話很幫助我。所以，當

我每次跟人家傳福音，被拒、被抗拒、甚至被反彈、被羞辱的時候，我覺得沒有關係。我說：

是因為你不認識祂；你認識祂，你今天絕定不會這個樣子。可以讓我們可以繼續回來，繼續回

來，能夠勇敢。 

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那時候期末考，有一個姊妹來跟我講，說她的表弟在台大醫院，

腦子裏面發現長毒瘤，要動一個大手術，她叫我去跟他傳福音。那我雖然忙，我就搭公車一個

鐘頭到台大醫院去跟他傳福音，沒想到他當場信耶穌！他很願意信耶穌，他裏面充滿了害怕，

一個才不到二十歲的年輕人，我跟他傳福音。傳完福音以後，沒有想到這個人剛得救，他就跟

我講，他說：于哥，我旁邊病床是一個台灣山地同胞，他跟我一樣也是長毒瘤，因為都是毒瘤

的放在一間。他說他過兩、三天就要開刀了，你跟我傳福音，你要不要也告訴他。 

後來，我就等他回來，要跟他傳。結果他一回來，他去倒水還是幹嘛回來，我看到他我就

不敢傳了。那個山地同胞塊塊壯壯的，全身黝黑的皮膚，粗獷的眼神。我那時候才大三還是大

四，我看到他，我就不知道怎麼傳，沒有勇氣傳。他滿臉嚴肅，因為他病的很重，長了一個腦

瘤。後來，我看著他，我不敢過去，結果他就出去了，那我裏面又有負擔，我就跟著他出去。

沒想到他坐電梯下來，我就跟著他坐電梯下來。台大醫院旁邊是台北的新公園，他就走到新公

園去散步去了，我就在他後面跟著他。好像偵探在後面跟他，但是幾次想上去不敢上去。然後，

他曬曬太陽回來，我又跟他回來。然後跟他坐電梯，他看我，我看他，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嚇死了，我瘦瘦小小的，他高高塊塊的。等到電梯開了以後，他往病房走的時候，我靠在電梯

旁邊，我就突然一下很難過，我說：主啊，幫助我！  

一下子，耶穌的愛充滿在我的裏面，主耶穌的愛充滿在我的裏面，就好像是耶穌在看到一

個人將要滅亡，將要沉淪，而他居然還沒有得救。我一下子那個愛，那個基督的愛充滿在我的

裏面，我就直接走到他的病房，到他旁邊去。我就跟他自我介紹，我說：剛剛跟你去跟你回，

因為我有一些話想跟你講。他說：什麽？我就瞭解他病情，我才知道他真的病的很嚴重。他那

個腦瘤很深，很不容易開，他很害怕，他說他幾天幾夜都睡不好覺。我就跟他傳福音，沒有想

到，他也一下子就願意信。那天 神給我兩個果子，那都是早就預備好的，他就願意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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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天，雖然都在期末考，我想到他們我還是跑來了。跑來以後我就特別盯他，因為我

怕他台灣人就是病急抱佛腳什麽的，反正只要能夠醫我的，他都要，那你只要聽到耶穌可能有

救，他也要。所以我特別來就跟他講，我說：我跟你傳的福音，我跟你所傳的耶穌是獨一的真 

神，除祂以外沒有別的拯救。你不能夠說我病急投醫什麽都是，我說 神最厭惡我們拜別神。我

說我把福音傳給你，祂是獨一的 神，你要相信祂，而且你只能相信祂。我是鼓足勇氣講，沒想

到他說他完全沒有問題。他說因為我跟他所講的，他昨天自己也試著禱告，他裏面有一個說不

出的平安。那我帶了《聖經》給他，我就把《聖經》給他。 

他姓白，叫白先生。那我天天都去看他，過三天以後他進手術房，他進了手術房以後再也

沒出來了。我非常高興主在這個人臨走之前，藉著一個膽怯，小膽的人把福音傳給他，他信了

耶穌。這是我一直覺得不會讓我遺憾的一件事，也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那後來有很多次就

是碰到各式各樣原來不能傳的，但是主感動我就去傳了。 

 有一個例子也很激勵你們，就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在傳福音的時候，常常是在室

外佈道。他有一次在室外佈道傳福音的時候，有一個不信的人，他就是一直抵擋的。他只是想

來看熱鬧，他就爬到樹上，坐在樹上找一個很好的位置。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傳道都是

上千上萬的人，也不曉得他哪來的好喉嚨。這個人坐在樹上，就把兩個指頭塞到耳朵裡邊，他

只是看熱鬧的，所以，他就是這樣看。結果看看，看看，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講道講到

一半的時候，突然有一隻蜜蜂在這個人的眼前繞啊繞啊繞啊……就要碰他，他就很煩。他就伸

下指頭來打它一下，沒想到這個時候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正好有一句話非常有能力

（powerful）地進到他耳中。他就再不回去了，那句話一下子抓住他，他就聽下去，結果他悔改

得救了！ 所以，我們負責傳，人再抵擋、再拒絕， 神有祂的方法。我們負責傳， 神負責結果，

這是 神要我們做的，所以不要怕。 

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培訓，它也是告訴我們，它放了那個幻燈片（Transparencies）跟現在

的幻燈機（projector）不一樣，那時候是投影片，那種透明的。它就放了一個房屋，是一個房子，

然後一個窗戶裏面可以看到廚房裏一家人正在那邊吃飯，非常快樂的聊天，一個家庭（family）。

然後呢，這個畫面（picture）的外面，欄杆外面，這個家的欄杆外面，站著一個很害羞，手上

拿著《聖經》想傳福音的人，他不敢進去。那天那個老師，他說這是我們經常有的情形，對不

對？想去傳不敢傳。他就再放了另外一張投影片，跟它重疊（overlap），就是在屋頂上突然弄

紅色的火，燒在屋頂上。他說：你們說這個年輕人這個時候會不會進去，告訴他們著火了？一

定會，一定會！那個恐懼立刻被那個看得見的危機給克服了。愛裏面沒有懼怕，對不對？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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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把懼怕除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真愛他們，真看見他們的沉淪，真看見福音對他們

的重要，不要說永世了，連今生都這麼重要，那我們一定要傳！所以不要怕，愛可以把懼怕除

去，福音的大能可以把懼怕除去。 

第四個、不止傳：生活要有見證，有屬天影響力 

所以，我們行事為人，必須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我們最近《腓立比書》剛剛讀過:「 …

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腓 1:27b）。主耶穌在《馬太

福音》告訴我們：「 13“你們是世上的鹽。…14你們是世上的光。…15人點燈，不放在

斗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3-16）所以，一定要有屬靈的影

響力，鹽跟光都是最有影響力的。只要光來了黑暗就走。只要鹽來了，它就有活力，它把乏味、

枯燥的人生變得有味道；它能夠防腐，它的作用就會出來，那個是講到它的屬天影響力。 

所以，我們不只傳，我們一定要有見證。弟兄姊妹，千萬不要只有等到三個月一次傳福音

聚會，才去邀福音朋友。平常就要跟他建立關係，平常就要在他們面前，讓他們有機會來接觸

我們。而不是福音聚會的時候又打個電話，他一聽到你聲音就知道：怎麼樣，又有福音聚會啦？

他們都知道了，三個月一次。我們不能夠只是傳，平常就要有關係，而且更是要有見證，有屬

靈的影響力。 

最後，不住傳：倚靠聖靈幫助，善用每一機會（人人都需要耶穌） 

爲什麽保羅在講全副軍裝的時候，說：「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

上。」（弗 6:15），就是福音是你到處都要傳的，你不管到哪裡去，福音都要到那裡去。只要

我們走到哪裡，只要我們去什麽地方，福音就應該跟著我們去什麽地方。當然，《提摩太後書》

保羅臨上斷頭檯以前，還是勸提摩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後

4:2），當然這是對傳道人的叮囑，但是對我們傳福音的人也是這樣。 

那「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 4:2）大家也不要誤用。你不要因為剛剛下飛機，有時差半

夜三點醒來了，睡不著覺就打電話給同事跟他傳福音。「無論得時不得時」（提後 4:2）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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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我這個傳福音的人，不要等到你有方便、空了、舒服了、可以了，你才去傳，你要抓住

每一個機會要傳。它更重要的是指：我這個人得不得時，還不光只是對方得不得時。有的時候，

對方現在他不想聽，可是主真的有一個感動叫你跟他講，那你要順服。不然（Ohterwise）的話，

我們還是要配合對方的方便，不是強迫性的。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我必須要在主的面前忠心

地撒種。 

我們能夠去點燃別人，比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更有價值，對不對？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只

是讓人家看見我很好，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是一個很好的人、是一個值得羨慕的人。但是，

我如果能夠把他也點燃的話，那這是一個更大的祝福。所以，我們一個人如果這一生點燃十個，

這十個人每一個人都再去點燃另外十個的話，你知道這個蔓延是很快的，福音就早就傳遍天下

了。但是，今天問題就在於我們做得太遲鈍了。所以，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做。 

所以， 神給我們的福音剛才講過了：「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

信心。」（帖前 1:5）那有一個人他後來重病，他不能行動，他天天躺在床上，他不能再出去。

你知道他躺在床上，他也不浪費時間，他就向主禱告。所以，他躺在床上，那個時候不像現在，

他就拿個紙條寫幾句福音的話或是寫一點見證。然後，他就為這個字條禱告。他就從他所住的

二樓窗戶旁邊，他就把它丟出去，丟到外面。他就是憑信心這麼做。後來有人真的是撿到這個

字條信耶穌。 

你知道嗎？還有一個姊妹，她也是病到不能出去。她就在報紙上做了一個簡單的廣告。任

何人想聽任何聖詩請你打電話給我，因為她不能見光，還不能見風。她是一個很好的彈琴的人。

所以，別人有時候打電話來，她就彈一首詩歌，照著對方彈給她，然後跟對方講幾句話。很多

人從她得幫助，被她帶得領人歸主。 

所以，今天關鍵不在於說：我們怎麼做，有沒有力量做。我們哪裡知道什麼時候得到了這

個人，將來他可能救了百人、救了千人，對不對？像穆迪，主日學老師關心他，把福音傳給了

他。這個鞋店的店員，好像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連中學可能好像都沒讀完，是一個這麼簡單的

一個人。可是福音傳給了他以後，大西洋兩岸上百萬個人因為他得救。穆迪影響教會影響得不

得了。穆迪一路上影響下來，最後影響到葛理翰（Billy Graham）。葛理翰（Billy Graham）又跟

全世界起碼三到五億的人傳過福音。所以，我們不能夠小看，我們就是要傳。 

忠心地傳、忠心地點、忠心地撒種，那麼有一天 神會讓他收割。所以，我們講教會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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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 V.I.P 的模型（Model）。第一壘就是「要廣傳全備的福音，為 神家得到建殿的材料」。 

神家裏面要能夠為 神發揮傳福音的功用，能夠成為一個合 神心意的居所，我們一定需要有人繼

續得救、繼續進來。所以，傳福音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回到老話，都知道福音的重要，那為什麼不傳？所以，我們應該勇敢地去傳它，好不好？

這邊提到了幾個點是實行的方法，那更重要的，我是希望大家在小組裏面，都能夠交通出一些

真正具體我們可以做的。例如說：有人去把所有福音的真理整理出來，其實外面的書已經有很

多都有了。有人可以把一些常見的福音問題整理出來，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甚至可以一起

做個決定，哪一天到商場（shopping mall）或是到什麼地方去發福音單張。大家都可以做。甚至

我們可以向主禱告，就是為了我自己的親屬，今年我一定至少要救一個人，要為我的家人禱告。

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 

主耶穌，我們感謝祢！謝謝祢，把救恩臨到了我這樣一個不配的人。主啊，我們一點沒有

比別人好，但是祢卻憐憫我們，先救贖了我們，讓救恩先臨到了我們。主啊，何等希望我們不

是扣留祢恩典的人，成為一個活水的運河能夠流露祢的豐富。成為一個到處點火的人，讓那些

活在黑暗中死陰裡的人，能夠重燃盼望，心中能夠得到永遠的生命。 

主啊，我們為著整個教會向祢禱告。希望教會成為一個傳福音的教會。希望每一個人、有

更多福音的器皿被祢興起來。我們愛祢，所以我們傳福音。我們愛人，所以我們願意付代價。 

主啊，我們真的把教會、把我們個人都交在祢的手中。這是我們的未得之地，這是我們還

有更多需要成長的地方。來幫助我們，聽我們的禱告！更是為了我們在遠方所有還沒信主的家

人，主啊，我們求祢留住他們，給我們機會。讓他們在見祢之前，都能夠得救，歸到祢的名下。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