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ágina (Page) 1 

 ©  David Platt & Radical. 

Series: 

使徒行传系列 

 

Title:   

第十二讲：使人做主门徒：分享神的道 

 

Part: 

 

 

Speaker: 

大卫‧普莱特博士 

 

Date:   

03/27/2011 

 

Text: 

使人做主门徒：分享神的道 

使徒行传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使徒行传》系列第十二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今天的讲题是「使人做主门徒：分享神的道」。 

 

请打开你的圣经，请你跟我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一会儿会去看使徒行传，

但是我要大家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看，当你在翻到那里的之后，我想说的是，我对

神是多么的感谢，为了你们，我是多么感激神啊。过去我的心满是想着北印度，而就

某种意义来说，现在我的心更是满满回来跟你们在一起了。在基督里，我的整颗心都

涌流出来了，你们有信心，相信可以在北印度把福音传开来，这信心产生了莫大的影

响，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啊。 

 

过去四五年里，我们已经经历各式各样的变化，你们也做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付出，而

且基于这个理由，我但愿你们每个人已经看到这群人的面孔，就是一年前还没听过耶

稣的这群人，他们那时连祂的名字都没听过，而现在已经得救信耶稣了。我但愿你们

每个人走到乡村里去，走到城市的贫民窟里去，那些地方一年前连个教会都没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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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些乡村和贫民窟里，教会的聚会在不同的家庭里不断地加倍增长。我但愿你们

可以听到一位牧师讲话时，看到他的双眼里泪珠滚滚，述说着他牧会二十年的村子第

一次有干净的水了。我但愿你们已经看到妇女们背着健康的孩子，之前那些地区里的

孩子们都相继死掉。有超过一千个妇女和孩子现在活得很好，很茁壮地成长。有一百

个村子现在第一次有干净的水了。就是有超过三万个人有干净的水喝了，他们的小孩

不再死于像腹泻这种的疾病了。 

 

我但愿你们可以看到，有两百万人第一次透过收音机接触到新约圣经，七百万人第一

次听到圣经故事用他们的语言讲出来，我并不夸张，印度有好几百个村子第一次接触

福音，好几千个印度的弟兄姊妹接受训练，要使人做主门徒以及使教会增长。为了神

在你们里面的恩典我要赞美祂。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是这么宽宏大量，这么有耐性，

这么坚忍不拔，也因为我有这莫大的恩典可以担任你们的牧师。 

 

因此，做为你们的牧师，我要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过去三个月来我们一直查考使徒行

传。我不是随随便便碰巧这么做的。去年结束时我并不是这么想，「我们再来要怎么

做呢？让我们看点什么吧。喔，就是使徒行传了，我们来讲使徒行传。」因此，有一

个理由，说明为什么过去三个月我们一直查考使徒行传，这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

用过去用过的方式查考使徒行传。 

 

我的理由就是：神是大有荣耀的，祂的确配得全世界每个族群对祂赞美。各地的所有

人都是有罪的，在美国的人，在印度的人，以及在其他地方的人都是有罪的。在不同

的地方犯罪的情形都不一样。在印度，那里有金神，银神，和石头神。而在这里呢，

我们有金钱的神，享乐的神，还有骄傲的神，但各地的人所拜的神都是假神，他们钟

爱，热爱，也献身给这些神，而罪的代价就是永死。在无穷圣洁的神面前，罪的代价

就是地狱里无穷尽的永远的刑罚。 

 

然而，由于神的大怜悯，祂已经设立一个使人得救的方法。祂差遣自己的独生子为我

们的罪付出代价，代替我们受死，使任何人无论在哪里，只要信赖基督，他就可以永

远与神和好，从恐怖的地狱被救出来，进入有盼望的天堂里，完全是因为由于祂怜悯

我们，祂就把这个善工完成了。这真是好消息啊。这就是被称为福音的原因，因为这

是给各地方的所有人的好消息。 

 

因此，我们都认识这个福音，在我们面前，有好几十亿，好几兆年的时间，可以享受

这位伟大的神。由于祂的救恩，我们知道，好几十亿好几兆年里，我们才正要开始享

受这位伟大的神，而且是要永永远远这样享受。因此，我们在地上的时间，不过是短

短的七十或八十年而已。因此，跟好几十亿好几兆年比起来，这真的是太短啊，我们

在地上的时间是极短的。而当我们暂时停留在地上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这

任务就是把救恩告诉各地的每个人。这就是我们活在世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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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为什么还没接我们去跟祂在一起呢？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苦难，海

啸，地震，还有犯罪的事，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我们还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工

作，这工作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要使全世界的人都认识福音，意思是这工作是托付给

我们所有人的，而不是少数人而已。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将认识福音，那么就需要我们

所有人投入这个工作。因此，这就是成为基督的跟随者的实质意义。 

 

我要请你看马太福音 4:18，就是当耶稣开始呼召人们跟随祂的时候，我要你看到，关

于要完成的这个任务，这个工作，这个职务，有什么是必须强调的。看看马太福音

4:18 吧。这是马太福音非常前面的地方，是耶稣最初呼召祂的门徒，呼召祂的跟随者

的时候。马太福音 4:18 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

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这是耶稣

最早的呼召，跟着走吧。如果你还没在第 19 节下面画线，也许现在就画一画吧。耶稣

最初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因此，你要知道，当你

跟随耶稣时，你就变成得人的渔夫了。就是这么简单。 

 

当你跟随基督时，你就为基督变成渔夫了。这句话很显然把这几个渔夫的样子画出来

了。耶稣对他们说，「当你跟从我时，你就得到新的职业了。你不必再努力把鱼捕到

网里去，而是要吸引人进入一个国度里去。你将把男人和女人都吸引到一个国度里

去，凡是跟随我的人，我要使你成为得人渔夫。你的一生要专心在带男人和女人进入

一个国度里去。这将是你一生最优先的事，这将是你活在世上要做的事。」 

 

因此，这就是耶稣最早的呼召。现在，我们往马太福音的最结尾的地方看吧，就是马

太福音 28 章，看看第 19 节。我要你看到，在一开始，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你

要得人如得鱼。每个跟随者都是一个渔夫。」当你看到马太福音 28:19 时，这是耶稣

最后对门徒说的话。因此，前面是祂最初的话，而现在，这些是祂结束的话。马太福

音 28:19 里，耶稣把这几个相同的门徒聚集了起来，他们都响应了祂最初的呼召，祂

把他们聚集在祂自己身边，然后祂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

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同样一件事：「去得人如得鱼。去使万国的男人和女人都做主门徒，带男人和女人进

入这国度里去，奉圣父，圣子，以及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顺服我。你就是

要成为这样的人。」耶稣对每个跟随者说，「去使人做我的门徒吧。」因此，我们从

一开始到最结尾的地方都看到这件事，就是耶稣专心一意要祂的门徒得人如得鱼，使

男人和女人都做主的门徒。 

 

一个核心信念… 

 

每个门徒都是使人做主门徒的人 

 



Página (Page) 4 

 ©  David Platt & Radical. 

因此，我们这信心家庭有一些信念在驱策我们，而这就是其中一个，这是我们的一个

核心信念：每个基督的跟随者都是渔夫，要捕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每个门徒都是使人

做主门徒的人。我们相信，这教会里每个基督的跟随者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没有一

个人例外，就是使人做主门徒。我们已经被呼召归向基督，要使人做基督的门徒，不

是我们其中一些人而已，而是全部的人都要。每个跟随者都是一个渔夫，而每个门徒

都是使人做主门徒的人。 

 

大使命不是少数人的呼召，而是所有人的命令。 

 

我们相信，在马太福音 28:18-20 这里所呼召的大使命，这大使命不是我们少数几个人

的呼召，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命令。世界上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被呼召来使万国之民作主

门徒，而是每个基督徒都被命令要使万国之民作主门徒。大使命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选项，或者可以跟别的选项比比看孰轻孰重。大使命是一个命令，我们都要遵从，它

把我们在教会做的事都改变过来。它改变了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一举一动。它甚至把

这些所有的事都改变过来，就是我们明白此时此刻会发生的事。 

 

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一个使人做主门徒的团契。 

 

我们不是旁观者，我们是一个使人做主门徒的团契，这就是我们的身分。我们进到教

会之后，心里绝不能这样想，「我希望他们已经为我们把整个事奉规画得很棒。」我

们绝不能在这里论断牧师的信息。目的不是要你走出去时说，「啊，今天的信息还可

以。他以前就讲过使人做主门徒了，今天还是讲一模一样的东西。」不行这样说，你

走出去时不能说，「今天的音乐相当棒。大多数的诗歌我都很享受，但还是有一首诗

是我很讨厌的。」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 

 

现在，我们这种消费者意识的文化使我们想到，我们在这里就是会这样做，这种想法

正不知不觉地渗透进每个教会里。当你离开这聚会后，你就会被试探做这种事。你会

想说，「喔，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我怎么会喜欢那种东西？这怎么会适合我

呢？」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 

 

比尔‧胡尔是一位牧师，他写过很多关于使人做主门徒的文章，他说美国教会里充斥着

这些事，就是「教会摆满了靠背的长椅，人们用品尝美食的心态听着信息，患了灵命

上的精神分裂症，这些人的信仰和行为很不一致。」就是这个样子，过去几年来，我

们就是一直在对付这些事。过去几年来，我这个当牧师的一直在对付这些事。过去几

年来，我们这信心家庭一直在对付这些事。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每个星期所读的圣经

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讲的东西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唱的诗歌吗？如果这位神

就是祂自称的那一位，如果救恩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伟大，有好几十亿的人从没听过救

恩，或者从没得到救恩，他们正走在通向永恒的地狱的路上。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

们的行为就会看起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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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时间用我们的一生玩游戏了，如果圣经这本书是真实的，我们就真的没有时

间。我们没有时间自我沉迷在娱乐里面了，没有时间把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东西安排得

有条有理，使我们自己可以过得很舒服。如果我们相信圣经，这些事情就没有意义

了，这种事情不能再增加了。如果圣经说的是真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继续当个观众

了。我们要成为使人做主门徒的人。我们所有人都有这工作要完成。这工作不是只托

付给我们的几个人，这工作却是驱策我们所有人都起来行动。 

 

高尔文写过一本关于门徒训练的经典著作，是除了圣经之外，影响我的人生最多的一

本书之一。书名叫做《布道大计》。作者在三十多年前写成这本书，这是一本很不可

思议的书。我要极力推荐这本书。在这本书里，作者这样写道： 

 

「训练男人和女人做主门徒，这是最优先的事，我们一生都应该朝这方向去做。大使

命并不是特别的呼召，或者是圣灵的恩赐，它是一个命令，是这整个信仰的团体肩上

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没有人被排除在外。银行总裁和汽车技工，医师和学校老

师，神学家和家庭主妇－每个相信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工作里的一份子（约翰福音

14:12）。大使命是一种生活方式，包含每一位神儿女的全部资源。在日复一日的门徒

训练中，基督的事奉活跃起来。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世俗的」工作，或者在教会工

作， 

 

这职务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像基督那样，把自己献身于这件事，就是把万国之民带

进这永恒的国度里。如果使万国之民做主门徒不是我们生活的动力，那事情不对劲

了，不是他们对基督的教会还不了解，就是我们还不愿意行走在祂的道路上。 

 

使人做主门徒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动力。这种核心信念应该传遍到世界去，就

是每个基督的门徒都是一个使人做主门徒的人。现在，如果使人做主门徒是我们生活

的动力，也是最优先的事，我们一生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那么你要怎么做呢？你

要怎么使人做主门徒呢？因为如果这是最优先的事，我们一生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做，我们就需要知道怎么把它实现出来，我大约四年前来这里，来这里的第一年之

后，我明白一件事，「我们一直在讲使人做主门徒的事」，但如果在星期天时，你要

对坐在座位上的人进行民意调查，不管是在这里或者在别的教会，你问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使万国之民做主门徒呢？你要怎么做呢？实际操作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呢？」你大概会得到各种不同的答案。你大概会得到很多模棱两可的答案，而且大多

数人很可能会瞪白眼。如果我们现在就做民意测验，问他们，「你怎么使人做主门徒

呢？」大概会得到千奇百怪的答案，但这不是好事啊。 

 

做为基督的跟随者，如果我们要把各种事情都做得很好，我们就需要把这件事情做得

好。我们需要知道怎么做。因此，四年前，我们拨出六个星期的时间探讨一个系列，

名叫「跟从我」，我们花一段时间读马太福音四章，马太福音 28 章，以及约翰福音

17 章，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跟祂的门徒相处，这会帮我们知道使人做主门徒的这个命令

是什么，我们探讨了「使人做主门徒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基本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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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去年年底时，我花了一段时间专心祷告，我为这个祷告，就是主渴望我们今年

怎么把祂的话行出来，有一大堆东西，但愿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在今年深入去探讨，

但这是第一优先也是最重要的。就像我提到的，过去四五年来，我们经历了好多变

化。回到 2007 年当我们探讨那个系列的时候，当时有好多人还没来这里，现在却跟我

们一起在这里了。甚至是那时已经在这里的人，事实是，这件事是我们一生中最优先

的，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继续需要回去看看，使人做主门徒的意思是什么。 

 

因此，我明白这就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关于使人做主门

徒的事，我要确认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圣经这么讲的意思是什么吗？现在，我们不要

走回头路，只要跟我们在 2007 年所做的一样，确实把同样的地方再研讨一次，我决定

这么做，就是我们深入探讨使徒行传。因此，耶稣说，「去使万国之民做我的门

徒」，使徒行传记载了这件事之后发生了什么事，而那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使徒

行传里的画面是，初代教会的人怎么使人做主门徒。我们过去三个月来所读过，所研

讨过的东西是这种画面，就是以实际的行动使人做主门徒。这就是福音的画面。 

 

使徒行传里的第一个教会是从一群 120 个的人开始的。只有我们这个教会的规模的百

分之三。120 人只是一小群人，而在使徒行传第 28 章结尾的地方，福音已经加倍增

长，有人估计出这教会的规模是刚开始时的四百倍。真是太好了。如果你经历过四百

倍的增长，那一定是美好的一天。教会正在加倍增长，福音要传到地球最远的地方

了。这种事会怎么发生呢？福音要怎么像那样子往前进呢？我们要成为这一份子，参

与在使福音像那样子往前进的事工里。我们想要国度经历到四百倍的增长。这样会很

棒的。从这地方开始会很棒。我们要看到这种事，然而要怎么让它发生呢？ 

 

有些人会说，「我们就是需要像彼得和保罗这样的领导人吧。」无疑地，使徒行传的

内容都集中在关键性领导人的身上，像是彼得和保罗，但我要你看到的是，福音的遍

传，以及教会的加倍增长，这些终极都不是只跟几个领导人有关，而是跟一整群人有

关，这些人明白一件事，就是他们都是使人做主门徒的人。是神所有的百姓，而不只

是某些人而已。教会就是这样增长起来的。 

 

让我给你看这件事。跟我一起去使徒行传四章看看吧。让我带你来一趟快速之旅，我

要让你看到，过去三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读的这卷书，不是跟几个使人做主门徒的人有

关，而是跟所有使人做主门徒的人有关。我要你从使徒行传 4:13 开始看。我就是要让

你看这一节。现在，这一节真的是跟两个使徒有关，就是彼得和约翰，但我要让你

看，我们一直在读的这卷书，并不是跟那些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的「超级基督徒」有

关。 

 

要记住，彼得和约翰已经传福音了，群众也看到他们了。使徒行传 4:13 说，当群众

「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

耶稣的。」这里是照字面翻译。当圣经说「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字面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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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就是说，他们明白到他们是「没读过书的无知小民」。现在这样很棒啊。我就是喜

欢路加这么写彼得和约翰的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人家察觉到你们这几个家伙是

没读过书的无知小民了」。 

 

因此，你们要受到激励。我可以鼓励你说，你至少还是个没读过书的无知小民啊。因

此，我们开始时并没有落后这几个家伙。如果要说什么，我们是跑在这几个家伙前面

的，因为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因此，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是跑在前头了。因此，他们

已经把超级英雄从我们的联盟丢出去了。不是的，我们是跑在他们的前面，是我们离

开他们的联盟了。 

 

然后你说，「嗯，还是只有彼得和约翰啊。」跟我一起去使徒行传八章看看吧。其中

有一些是做回顾，但却回顾得很棒又很关键。看看使徒行传八章一节。记住，这正好

是在司提反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后，扫罗也站在那里认同他被处死。使徒行传八章一节

说，「从这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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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说，「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扫罗却残害教会。」第四节

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你抓到重点了吗？这些使徒同时也是把福音推动到犹太和撒马利亚去的人吗？不是

的，他们还留在耶路撒冷。除了使徒之外，每个人都把福音传到犹太和撒马利亚去。

他们只是平信徒，并不是使徒，而是一般的基督的跟随者，他们所有人都在传讲神的

道。他们分散出去了，而且他们在传讲神的道。照字面上，那里的经文是说，「他们

在传福音，他们是在告诉人们这个好消息啊。」 

 

继续往前看到使徒行传 11:19，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吧。这几个叫不出名字的被分散出去

的人，他们都不是使徒，而是平信徒。看到使徒行传 11: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

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

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然后第 20 节，「…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

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福音在向前推动了，人们都来归向基督，不是因为使徒的关系，而是因为人群分散出

去，到各地去传福音。他们都在传福音。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是谁建立

了安提阿教会呢？彼得吗？保罗吗？雅各布吗？都不是，只是一般的基督的跟随者，

不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都在传讲神的道以及分享福音，安提阿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

了。安提阿教会成为福音的使命传到万国去的基地，是由一群叫不出名字的基督徒建

立起来的。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凡基督徒而已。 

 

我要再让你看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 19 章。你记得吧，使徒行传 19 章 10 节里，当

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留在以弗所几年，在那里传福音。他是停留在以弗所。而不

是到处旅行。他在推喇奴的学房里传福音，但请听听看第十节。这里说保罗传福音

「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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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所有的居民都听见主的道了。保罗走遍了全亚细亚吗？并没有。保罗整个时间

都留在以弗所那里传讲神的道，接着就发生这样的事，就是人们听见神的道，然后他

们就走遍了全亚细亚。亚细亚的每个人都听见主的道了，理由并不是因为保罗，而是

因为这些人。他们都出去了。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亚细亚的每个人都听见主的道，听见

了福音，因为这些人到亚细亚的各地去了。 

 

不只在使徒行传里。你查考基督教历史就会看到，有好几次福音已经在向前推动了，

教会的使命如燎原的野火般地展开来了。上星期我在印度时读了这故事。我再一次读

18 世纪时的摩拉维亚人的故事，他们是一小群的信徒。他们的座右铭就是，「每位基

督徒都是一位宣教士。」他们是这么相信的，这是他们的核心身分。是他们的核心信

念。意思并不是每个信徒都要旅行到别的地方传福音，意思却是如他们所说的，「不

论我们在哪里工作，不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都要在那里分享福音，传扬福音。这就

是我们要上班的理由，这就是我们有社会地位的理由，我们不论是生意人，是银行

家，是这样，或是那样，都是为了这个理由。都是为了福音被传开来。」 

 

然后，接着发生的是，当他们开始明白别的地方的人也需要听到福音，不像我们今日

会想得到的，他们没有资源也没有钱可以差派宣教士出去，因此他们就这样做，就是

他们差派在当地这里上班的生意人以及其他人，就在当地分享福音，他们说，「在这

个国家里我们就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了。」因此，他们就去了，他们在那里做他们的工

作并且传福音，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在分享福音了。他们与人分享这个好消息。 

 

有位历史学家说，「摩拉维亚人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强调说每个基督徒都是宣教

士，应该透过他日常的职业为主做见证。就这点来说，他们变成整个基督教历史中一

个最出色的宣教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相信每个门徒都是使

人做主门徒的人。这是诀窍。也是关键。就是使徒行传里福音被传开了，透过摩拉维

亚人福音也被传开了，而且我确信发生了这样的事，就是我们这城市里有一群人，他

们不愿看到自己只是坐在教会里当观众。我们都是使人做主门徒的人。我们不论是生

活，工作，或者呼吸，都是为了带男人和女人进入国度里，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世上的

目的。我们明白，我们参与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的事工，是没有上限的。 

 

四个要素… 

 

因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大家看一遍使徒行传的理由。我要大家在使徒行传看到这个

理由。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要大家做的是，既然我们已经读完使徒行传的 28 章经文

了，我要大家回头去看，我们已经看过实际的行动，我要大家想想什么是使人做主门

徒。我要大家研讨使人做主门徒的四个要素。回头看看 2007 年的时候，我们讲那个系

列时就是这样做的。从大使命里，我们直接辨识到使人做主门徒的四个要素，我们在

耶稣的一生中看到了，祂命令我们这样做，而且我要大家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想一

想，在使徒行传里这件事是怎么办到的。 

 



Página (Page) 9 

 ©  David Platt & Radical. 

出去：我们分享神的道 

 

第一个要素就是出去。因此，这就是出去使人做主门徒。耶稣说我们要分享神的道。

使人做主门徒这件事意味着引人来亲近耶稣。使人做主门徒以及带领人信基督，这件

事最基本的部分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带领人信基督，那么我们就没有使人做主门

徒了。因此，这就是开始的地方，而不是停下来的地方。我们要分享神的道。 

 

施洗：我们要表明神的道 

 

然后，在施洗时：我们要表明神的道。「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马

太福音 28:19 说的。我们表明出来给人看到基督的一生，看到我们认同基督，也认同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导：我们要教导神的道 

 

第三，我们要教导神的道。「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使人做主门徒

这件事，清楚地意味着要教导人顺服基督并且跟从祂。现在，我要你看到这是一个完

整的圆。你带领人来亲近基督，看到他们认同基督和祂的教会，然后教导他们要顺服

基督。基督命令我们怎么做呢？祂命令我们使人做主门徒。因此，要教导他们怎么使

人做主门徒，因此他们就变成门徒，然后又使别人也做主门徒，直到世界上的每个人

都知道这位神是大有荣耀的。 

 

在万国里：我们要服事这个世界 

 

最后是，在万国里：我们要服事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停下来，直到世界上的每个族群

都接触到福音。 

 

因此，就是这样子。我们直接从马太福音第 28 章看到：出去，给人施洗，并在万国中

教导人，透过分享神的道，表明神的道，教导神的道，以及服事这个世界。这是我们

所有人都要做的事：我们都要分享神的道，我们都要表明神的道，我们都要教导神的

道，我们也都要服事这个世界。因此，我希望接下来四个星期之后，在我们当中，如

果你要对这信心家庭的成员做民意调查说，「使人做主门徒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

我们不会只是说，「耶，就是这个意思。」很显然我们知道它的意思，但我们一生中

就是这样。我们一生中就是这样子把这件事实行出来。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借着

神的恩典，以及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无法禁止福音透过教会被传开来。 

 

因此，我们将要做的事会跟我们平常做的有点不一样。我们不要每个星期只读一段经

文，接下来四个星期里，我们要看整卷书，我们要看门徒怎么分享神的道，门徒怎么

表明神的道，门徒怎么教导神的道，以及对于我们的一生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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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这个世界的？这些都要带我们回到上星期的信息，我们要思想他们会怎么把福音

推动到地极去。然后，我们要考虑几方面的事，是我们这信心家庭会期待的。 

 

我们分享神的道 

 

因此，我们要看看怎么分享神的道。我们必须看到，使人做主门徒这件事是从这里开

始的，就是跟别人分享福音。巴特博士上星期讲过了：我们对自己传福音，然后就会

涌流出来分享给别人。因此，我们不要只是对自己传福音，也要把福音传给别人。因

此，这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我们这信心家庭，分享神的道，这个领域是我的心感到最沉重的地方。我认为因

着神的恩典，有好多事我们都做得很好，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事情上面，也有一些事

是我们一定会需要去进行的。这些领域其中一个，我认为是我们最弱的部分，就是跟

我们身边的人分享福音。当我们在世界上汲汲营营做事的时候，当我们在别的方面做

使人做主门徒的事的时候，这个情形我们将会讲一讲，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领域，我们

在那里感到很挣扎，我自己一生中也感到很挣扎，就是刻意跟不认识基督的人分享福

音。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事，那么我们可以整天讲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怎么使人做主门

徒，以及这样那样，然而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事，我们就是把整个重点遗漏了。因此，

我要大家一起想一想，分享神的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这些并不是什么惊

天动地的事，而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你知道吗，这就是关键。有些人认为，为了把福音分享出去，首先，你就需要接受一

些很密集的训练，使你知道要怎么分享福音。你必须上密集的训练课程，是关于分享

福音的课，使你能够跟别人分享福音。我要把这个假面具拆掉，因为这不是真的。你

并不需要上密集的训练课程才能够跟别人分享基督。 

 

用祖父母做个例子吧。你们有谁知道，有哪个祖父母是受过密集训练才学会怎么讲孙

子孙女的事？他们自然就会很享受讲孙子孙女的事。这是因为，你心里挂念什么，就

从口中流露出来，发自内心涌流出来，嘴巴就跟着说出来了。孙子孙女是他们的心头

肉，是他们心所挂念的，他们就经常不断地讲出内心里的话。 

 

因此，我要祷告，求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觉得祂是这么靠近我们，这么宝贵，

这么重要，如果我们不是真心流露地讲基督的事，我们就简直跟任何人都聊不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传福音这件事不是一个节目，也不是什么律法或者条例，传福音

是天天跟人聊天，透过我们的嘴巴，基督就从我们的内心里涌流出来了。 

 

我在印度遇到一位小姐，她名叫彭佳。彭佳跟她的先生受邀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圣诞

敬拜聚会，他们就参加了，他们有好几个星期没去那个教会，但是这次他们来了。这

天早上，彭佳跟她的先生来参加这个敬拜聚会。整个敬拜聚会他们都坐在那里。在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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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束之后，教会成员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讲，如何在他们的小区中有效的传福音。而

且还要做一些策略。他们这样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把福音传开呢？」 

 

因此，牧师就去找彭佳说，「妳知道吗，我们等一下要做这件事，不过妳大概对这种

事不会有兴趣的。」我的意思是，当时彭佳还不是基督的信徒。彭佳回答说，「我愿

意留下来听听看。」因此，彭佳就坐在那里听。当他们讲到怎么在小区里分享福音，

他们说，「我们需要认识福音。」因此，当他们讲福音的时候，被彭佳无意中听到

了，她就决定信基督，使自己可以得救。彭佳就在那场聚会里得救了。她归向基督

了。 

 

现在的彭佳呢，她得救之后，她真的相信她应该这么做，就是他们在那四个小时里讲

到的事，因此她就回家，把 24 个朋友和家人都聚集在她的家里，她就跟他们所有人分

享福音。有七个朋友和家人归向基督。这是一星期之后的事。有七个朋友和家人归向

基督，然后接下来这个星期，她自己还是个新的信徒，而现在有一群新的信徒开始在

她家聚会。真是太惊人了！从归向基督到建立教会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你可以参

与像这样的事吗？有何不可呢？同一位圣灵在彭佳里面，传的都是同样的福音啊。她

并没有跑在我们前头。她知道的就只有福音。只需要福音就可以带领人归向基督，也

可以看到教会在几个星期内就开始形成了。 

 

当这种事在教会发生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在

那样的背景下他们办到了。神啊，但愿在我们这个背景下我们也能办得到。因此，我

们要分享神的道。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有福音。 

 

我们得到基督的福音 

 

这四个简单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要分享神的道，这是使人做主门徒最基本的部分。我

们要得到基督的福音。为了分享福音，我们自己必须先得到福音。我们要相信福音，

拥抱福音，这就是关键。 

 

你查考使徒行传时，会发现这卷书有四分之一是福音的信息，使徒的演说，以及别人

对福音的讲解，你查看这些信息和演说，你会一次又一次看到，有一个基本的福音出

现在最前面，这福音里面有五个元素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但是

你在使徒行传看到了。第一个要素是神的性格。你看看使徒行传二章里彼得在五旬节

时讲道。看看使徒行传 13 章里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传道。从他们传的信息可以看到

神的本性，都是以神为中心的信息。福音是从神开始，从神的性格开始，从神的怜悯

开始，从神的公义开始，从神的圣洁开始，从神的工作开始，以及从神的主动开始。

很显然，为了分享神的道，为了分享福音，我们必须对人传达神是谁。如果我们在这

里出了什么差错，我们就把福音遗漏了。因此，神的性格是第一优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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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下一个要素是人类的罪性。你再看一次使徒行传二章里的彼得吧。他说，「是

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你们杀了神的独生子。」在使徒行传七章里，司提反看着这

些人说，「你们都是硬着颈项的人。」再看使徒行传十七章里的保罗。他说，「你们

是拜偶像的人，拜着各种不同的假神。」他说到人类的罪性，这很明显就是关键所

在。除非人们知道自己需要得救，否则怎么会有人愿意听你解释说他们要怎么得救？ 

 

弗朗西斯‧薛佛有一次被问到，「如果你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人，而且你有一个小时可以

对他讲福音的事，你会怎么做呢？」薛佛是这么回答的。如果他有一个小时可以分享

福音，薛佛回答说， 

 

「我会用 45到 50分钟的时间做相反的事，真的让他看到他自己是进退两难，就是他

在道德上是死的，然后我会用 10到 15分钟向他传这好消息。我相信，现今很多我们

传福音的事工是做得不清不楚，只不过因为我们太急着要得到答案，而没有让人先明

白他生病的真正原因，就是真正的道德上的犯罪，而不只是在神面前心理上觉得自己

有罪。」 

 

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人类的罪性了。 

 

然后，当然就是基督的充足性。使徒行传里所传的福音的关键就在使徒行传 2 章 36

节，那时彼得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使徒行传 4 章 12 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就是基督的名字。祂是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当使徒行传说

祂就是基督时，它是说到一个事实，就是祂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祂为人类的罪

死了，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祂不只是被钉十字架，同时，祂也是一位复活的救

主。 

 

你看到哥林多前书 15 章，保罗在讲述福音。他说，「这是我所得到的福音，就是基督

为罪死了，祂被埋葬，而且在第三天复活了。」使徒行传三章 15 节说，「耶稣是生命

的主，神叫祂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传，所分享的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

字架上，祂已经从坟墓里复活，而且祂是掌管万有的主。祂是主，就这样，没什么好

说的。整个使徒行传里，都说到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祂在至高之处掌管一切。祂要

审判所有的人。使徒行传 10 章 42 节和使徒行传 17 章 24 节说，「祂是掌管天地万有

的主。」这就是我们所传的耶稣。 

 

当我们分享福音时，我们要分享神的性格，人类的罪性，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

以及信心的必要性。那些人在五旬节时问了什么问题呢？「彼得，我们要怎么做

啊？」彼得告诉他们，「你们把神的独生子钉十字架了。」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做

啊？」彼得做了响应，他没有说，「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中，或者是接受耶稣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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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里。」他也没有说，「低下头，闭上眼睛，把手举起来。」他只说，「要悔

改。」 

 

你看一遍使徒行传剩下来的部分，你会看到有两个词一直被提到，说到要怎么对福音

做回应：悔改和相信。悔改的意思是转身离开罪恶。在使徒行传总共有五次我们看到

「悔改」这个字眼，而他们就是这样响应福音的。然后，你看到「相信」这个字眼，

意思是信赖基督。在使徒行传 16 章 31 节，腓立比的狱卒问说，「我必须怎么做才能

得救呢？」保罗回应说，「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会得救了。」 

 

然后，总共有两次，在使徒行传 20 章 21 节和使徒行传 26 章 20 节，那时悔改和相信

这两件事一起被提到。要怎么对福音做响应，这是最恰当的符合圣经的方式：悔改和

相信，转身离开罪恶以及信赖基督。因此，当你和我在分享福音时，我们不只是分享

一个讯息，我们也是在提出邀请。我们在邀请人，我们在催促人，也在鼓励人，「你

愿意转身离开罪恶吗？你愿意信赖基督为你的救主你的主吗？」每个人的永恒会是什

么样子，就看他们是怎么做响应啰。 

 

这就带我们看到最后一个要素：永恒的急迫性。使徒行传里的传道者都在呼召人们来

得救，避免被毁灭，远离一个邪恶又叛逆的世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分享福音，因

为人的永恒会是什么样子，就看他是怎么听福音，如何对福音做出回应。我们能做的

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此，暂停一会儿吧。看看这个福音，第一世纪时人们所

宣扬的这个信息，并且思考这个信息。第一世纪里的门徒们到处走动说，「被钉在十

字架上的这个被定罪的犯人，祂是永恒的神，救主，以及你一生的最高审判者。」 

 

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学者说，「除了鄙视这个信息之外，有学问又经验丰富的人

能表现出什么态度呢。」真的是这样，很多人的确用这种方式响应。把它记下来吧：

当你分享福音时，很多人会用这种方式响应你，就是很鄙视这个信息。话说两千年前

有一个人，祂是道成肉身的神，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祂从坟墓里复活，祂也升到

天上去，而且有一天，你将站在祂这位最高审判者面前，因此要悔改你所有的罪，转

身过去，信赖祂，并且把你的生命降服于祂。 

 

很多人会对这件事嗤之以鼻，而且很多基督徒就是在这里说，「好的，很好，那么我

要怎样把这信息变化一下，使人觉得它更美味？我要怎么做调整，使更多人愿意做回

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对这个信息做什么调整。因为两千年来，这个福音

一直都是神的大能，要使人得救。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使你得救。要赞美神，因

为没有人为了你把福音变得更美味。他们都信赖一个真实的福音，这福音是得自一位

真实的救主，祂不再真的愤怒了，要给我们真实的救恩。因此，要分享这个福音，宣

扬这个福音，并且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彭佳的这个故事是，她得到福音，她分享福

音，就有七个人做响应并且信了基督。这就是彭佳的故事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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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基督的灵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部份：我们拥有基督的灵。使徒行传都跟这件事有关。有人

称这是「圣灵行传」。这卷书里共五十次提到圣灵。比圣经的任何一卷书还多。在这

里发生的事是，人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浇灌能力，还有他们从圣灵领受恩

赐。圣灵在装备他们去完成使命。圣灵在推动福音前进。现在，这意思不是我们就可

以消极地坐下来休息，什么事都不做了。 

 

我们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要用嘴巴传讲。这整卷书里，人们都在对群众和个人传

讲。若没有人说出来，福音就不能向前推动。为了分享神的道，我们必须讲神的道。

打从一开始，使人做主门徒就是一种讲话式的活动。我们要用嘴巴传讲福音，美妙的

事情就是透过神掌管的大能和福音的传讲：神打开人的心。我们讲这个福音，就会有

超自然的能力。使徒行传里没有一件事是自然而然就有的，这里的每一件事都是超自

然地发生的。 

 

我们要用口讲这个福音。这是在使徒行传 16 章 14 节里，保罗在河边讲道，当他传讲

福音时，主就打开吕底亚的心做回应。这是使徒行传 13 章 48 节，「凡预定得永生的

人都信了。」再来是使徒行传 2 章 47 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祂加添得

救的人数了。这整个画面里，神在掌管一切。意思并不是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什

么事都不做了。不是的，我们在讲话，而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圣灵也正在工作。 

 

好的，要讲另一位牧师，名叫拉杰许，这位灰心丧志的牧师住在北印度，他准备要暂

停下来，要放弃了，准备要辞职不干。在他辞职之前，他接受为牧师设计的这个训练

课程，我们帮忙让他尽可能去受这训练，在这训练课程里，他们讲到怎么使人做主门

徒，以及教会要怎么增长。这个训练的挑战是，每个牧师都要去找一个连一间教会都

没有的村子，而且有点循着路加福音十章的脉络，进到村里去，去找一个和和气气的

人。因此这个挑战是，他们要进到一个村子里去，对他们看到的第一个人说，「我奉

耶稣基督的名来了，我要为这小区里的家庭祷告。我要代替这些家庭向这位独一的真

神祷告。」他们就挑战拉杰许跟别的牧师这样做，但是拉杰许不买单。他说，「这是

行不通的。我不要进到村子里做这种事。」然而，正当他准备辞职不干时，他却说，

「何不试试看呢？」 

 

因此，他就进到一个连一间教会都没有的村子里。他走进去。他看到第一个迎面向他

走过来的人，他就拿出他的小抄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了」，在他可以继续往下

说之前，这个家伙把他拦住说，「耶稣？我一直在想祂的事情耶。」拉杰许说，「你

有在想？」他回答说，「没错，你愿意来我家吗？」因此，拉杰许回答说，「我愿

意。」因此，拉杰许来到这个家伙的家里，跟他分享福音。这个人就做响应，为自己

的得救信了基督，还把自己的朋友和家人都叫过来说，「你们都需要听听这个。」一

个教会就在这个人家里诞生了。他所做的就只有与人分享耶稣的名字，神的灵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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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打开人的心，一个教会就这样开始了。拉杰许做了什么呢？他只是说出「耶稣」，

圣灵就动工了。 

 

在拉杰许前面的这村子里有一位圣灵在工作，跟你一起上班和生活的人，也有一位圣

灵在他们的生命里工作，祂们是不是同一位圣灵呢？我们必须开始在这里做一件事。

圣灵正在我们整个城市里工作。我们就只要传讲福音，只要讲耶稣的事，然后看发生

了什么事。同样的事怎么不会再发生呢？同样的事发生在使徒行传，也发生在印度

了，因此，同样的事怎么不会发生在这里呢？ 

 

我们把基督的性格反映出来 

 

我们拥有基督的灵，而且我们把基督的性格反映出来。我们正在看使徒行传，我们也

看到初代教会是怎么分享神的道。我不得不停留在使徒行传五章，那时亚拿尼亚和撒

非喇因为欺哄圣灵就被神击打而死。使徒行传五章 11 节说整个教会的人都很害怕，稍

后两节说教会外面的人很害怕。然后，听听使徒行传五章 14 节怎么说。这里说，「信

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一大群男人和女人都来归向基督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一

个很直接的关系，就是教会纯不纯洁跟教会能不能成长有关系。会众圣不圣洁跟福音

能不能传出去有关系。 

 

只要我到海外去，我随时都会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去东方国家时。我上次就想起这件

事。在东方国家很多人都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宗教，他们把西方人跟松散不拘的生

活方式和不道德联想在一起，结果呢，很多人就透过这面镜片检视基督教，特别是某

些地方的人，这些人至少在外表上表现得很保守很有道德，有很多信印度教和信回教

的地方看到西方人生活很松散，他们就说，「我们不要变成那些人当中的一份子，那

是基督教啊。」 

 

我不得不想起罗马书二章，那时保罗说，「由于犹太人的缘故，神的名在外邦人中被

亵渎了。」由于公开的基督徒的缘故，基督的名字在很多国家里被亵渎了。这不只是

我们表现在外的行为，而我们内心里也有这反抗的念头。所以，要逃离不道德的事，

一心追求圣洁，你的一生，你的婚姻，你的家，你的私生活，还有你的公领域的生

活，在这些事上都要纯洁。要逃离不道德的事，一心追求圣洁，没错，是为了我们自

己的缘故。成为圣洁是一件好事。神已经给我们这些命令，叫我们要纯洁要圣洁，一

切都是为我们的好处，有基督的样式是一件好事，但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要

为了别人的缘故追求圣洁，以及逃离不道德的事，使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注意到我们

是跟耶稣同在的人。就某种意义来说，我要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责任。我们在基督里圣

不圣洁，有没有长大，这些都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为基督做见证，以及我们有没有能

力带别人来归向基督。 

 



Página (Page) 
1
6 

 ©  David Platt & Radical. 

如果我们是以妥协的态度承受基督的名字，如果我们妥协，对不道德的事让步，如果

我们是个喜欢看色情的事的教会，如果我们是个喜欢说闲话的教会，我们的生活中充

斥着不道德的事，那么我们就是暗中破坏了我们的能力，以致不能跟别人分享福音，

他们的永恒将如何，是看他们有没有听到福音，有没有清楚看到福音在我们里面。 

 

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也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为那些需要在你里面看到福音的人，把计

算机关掉吧。这些人的永恒将如何，是看他们有没有在你里面看到福音。因此，当他

们在你里面看到福音时，他们就会倾听你传的福音。在你的婚姻中，要追求基督并尊

荣基督。如果基督没有在你的婚姻中明显被看到，那么我们在传什么福音啊？整个婚

姻就是这样设计的，要在教会里把基督表明出来。因此，让我们把基督的性格反映出

来吧，使他们可以注意到我们是跟基督同在的人。他们会听得到，他们也会留意倾听

的。 

 

我们推动基督的国度前进 

 

当我们得到福音，拥有圣灵，以及反映出基督的性格时，那么我们就会推动基督的国

度前进。使徒行传这卷书就是跟这件事有关。你看看使徒行传的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使徒行传 1:3 提到，耶稣对门徒讲说神国的事。然后，使徒行传第 28 章讲到，保罗在

罗马时，他对人传讲神国的事。使徒行传的整个画面就是跟一个国度正在向前推动有

关。 

 

我们要反映基督的性格。我也要很小心，就算是鼓励你们追求纯洁与圣洁，不要把担

不了的担子加在你们身上。事实是，从某种意义来说，人在永恒中的生命是根据对福

音的了解程度，但是你们要了解：基督已经担当责任，要使我们成为圣洁，基督会使

我们成为纯洁的人，基督会使我们能够逃离不道德的事。基督会在我们里面使这件事

成为事实。因此，要住在基督里面，安然歇息在祂里面，让祂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件

事。在这过程当中，要透过我们把福音展现出来。因此，我要回到推动基督的国度这

件事上。 

 

所以，我们要推动基督的国度前进。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事奉。我们已经讲过这点

了。受圣灵引导，分享神的道，受圣灵带领，被圣灵赋予权柄，所以这是属灵的事

奉，并且带出实际的果效。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思。在使徒行传 1:15 里，教会里有 120

个人。在使徒行传二章的结尾，增加到了三千多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

们。」使徒行传四章里，更增加到五千人。使徒行传五章里，「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

添。」而在使徒行传六章里，「门徒增多。」 

 

听听看彼得是怎么说的：「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使徒行传九章 31 节，「人数就增

多了。」使徒行传 11:21，「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使徒行传 11:24，「于是有许

多人归服了主。」使徒行传 14:1，「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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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使好些人作门徒。」使徒行传 16:5 说，「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

加增。」「很多希腊人归向基督。」这是使徒行传 17 章。使徒行传 19:26 说，「许多

人。」 

 

情况是这样子的：路加一直告诉我们，有极大量的人。不只是为了数字的缘故而写出

数量，不只是为了报告一个数字，而是当福音在向前进时，为了进入永恒里，有众多

灵魂得救了。这是属灵的使命，带着实际的结果。我要对印度的牧师们说，有一个教

会现在增加到六十个教会。而另一个教会增加到 115 个教会了。 

 

不只是使徒行传。这已经发生在使徒行传里了。好多的数量，教会正在加倍增长。也

发生在印度，我好忌妒，我也想要看见这里也发生这种事。我们都需要很忌妒，想要

看见这里也发生这种事。让我们迫切行动吧，我们要借着神圣灵的大能祷告，借着神

圣灵的大能作工。当教会动起来，福音就会加倍增长，福音会传开来。 

 

高尔文说，「救恩的好消息必须被传到地极。耶稣是主，祂在高天之上掌管一切，将

威严又带着大能地再来这里。这种想法使我们的心在惊奇之余少跳了一次。我们也许

不会生出很多结果，但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救主，祂的国度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在

结束时这里有一个挑战。我们服事的那些印度家庭教会，它们几乎都做了一件事，就

是只要有人来归向基督，他们马上列出一份名单，记下他们所知道的还没认识基督的

人的名字，他们从名单上找出哪几个是他们最容易接近，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的人。

在某些情形下，在受到逼迫的地方，他们要找出三到五个人，如果他们去分享福音，

最不可能被对方杀掉。 

 

结束的挑战… 

 

我要邀请你做的是，结束时我要邀请你想一想，并且写下三，四，或五个人的名字，

你知道这些人还不认识基督。知道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已经命定好你跟这些人的关系，

祂为了一个理由已经使你跟他们之间有关系存在。我要邀请你写下他们的名字，然后

现在马上开始祷告，求神在这星期赐给你机会，可以至少跟他们当中一位分享福音，

传讲福音。 

 

现在，由于你们是基督的跟随者，你们正在思考这件事了。我知道有些人也许还不是

基督的跟随者，也许你在这里听我们讲分享神的道，你就说，「我需要福音啊。我需

要信赖基督，使自己可以得救脱离罪恶。」我要鼓励你这样做，催促你这样做。我的

意思是，你们有些人也许还没准备好这么做，你还不是基督的跟随者，你没准备好这

么做，你甚至也许因为要写下一些人的名字而有一点推拖。 

 

我要你用这方式看待这件事，我知道此时此刻你也许还不是基督的信徒，但暂时假设

一下这是真的，暂时假设一下每个人都需要基督救他们脱离罪恶，而如果他们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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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他们就会永远下地狱。因此，在这个时候你也许还不相信这件事，然而就假设

一下这是真的吧。如果这是真的，你难道不想要有人刻意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这好

消息是关乎基督已经做了什么事？ 

 

今天的信息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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