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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传福音 

一、导论 

这次我们将要探讨的话题是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让罪人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能够敬拜

这位创造主和拯救的神。 

 

在我们的第一讲和第二讲，我们从圣经中看到所有的属灵操练都是全人敬拜的一部分。耶稣在约翰

福音第四章所记录的向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过程中建立了传福音和敬拜之间的连结，请看约翰福音

4:23：“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的荣耀是传福音的目的。当被神救赎的罪人聚集，因着神的救赎恩典从从心里敬拜和赞美神时，

神便得着了荣耀。约翰•派博在《愿万国欢呼》一书中写道：“宣教不是教会的最终使命，敬拜才是。

因为有的选民还没有在敬拜，所以教会需要宣教。” 

 

二、传福音的来源和含义 

什么是传福音？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宣告和讲述福音的信息。 

什么是“福音”呢？神学词典里给这个词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个希腊文单词，意味着美善的、快乐的

消息，能够使一个人的心快乐，使他歌唱、跳舞和雀跃。”。所以，“传福音”就是传达一个能够让人

歌唱、跳舞和雀跃的好消息。 

那么，“福音” -- 也就是“好消息” -- 是直到新约才出现的一个观点吗？不，“福音”或者“好消息”在旧约

中就有，新约中的“福音”和旧约中的“福音”是直接相关的。在以赛亚书 61:1-2，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中

的“福音”： 

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

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2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开始他的事工时引用了以赛亚书 61:1-3 就不应该感到意外了，耶稣自己把

以赛亚书中的“好消息”应用在了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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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这些经文所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它们都指向基督，它们都是在神的百姓被掳

的处境下说的。圣经说我们都是罪的奴仆，罪使我们远离上帝，而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得知了一个

好消息：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被掳的状态地下解救出来。 

福音呼吁罪人悔改，并且信靠耶稣基督，以得着上帝对他们罪的饶恕和赦免。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

功劳赚得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在基督里的信心而与神和好。神应许说所有愿意借着基督到

他面前来的，他都愿意饶恕。 

 

三、传福音和基督徒的生活是不可分割的 

刚才我们讲到，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成长也就是意味着成为全人敬拜神的人。传福音是全人敬拜的

一部分。当我们成长、越来越像基督时，我们也会更好地反映耶稣基督的性情。 

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福音的受益者。我们对于分享福音的渴望来自神的性情，我们需要

思想神在以赛亚书 55:1 所发出的呼吁：“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

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我们渴望分享福音，好让其他人来与神和好，因为神同样也呼召了我们来与祂和好，神借着各种管

道把福音传给我们。 

A. 传福音是对基督的顺服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呼吁我们见证他的福音。在约翰福音 20:21，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

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马太福音 28:19-20 则是基督赐给我们的大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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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大使命不是仅仅颁布给使徒们的，因为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很清

楚，这条传福音的命令是给到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的，包括今天和将来，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问

题是：我们是否在这件事上对神忠心和顺服呢？ 

B. 传福音是对神的感恩 

圣经指出，敬拜和传福音都是对神救恩的合宜回应，也是对神将来恩典的正确信靠。既然我们都蒙

了基督宝血的拯救，难道我们不该带着喜乐宣告神对我们朋友同事的爱和怜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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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应当和诗篇 116 的作者一样，他在 12-14 节说：“12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

我所赐的一切厚恩。13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14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

愿。” 

13 节讲到用敬拜来回应，14 节则讲到公开地颂赞神的恩典。司布真在他对 14 节的注释中说到：“这

表明我们不以主为耻，而且这会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去益处，他们看到和听到我们公开地赞美神和

向神祷告。哪些从未用嘴唇公开地承认自己跟随救主的人，你们怎么说呢？你想要暗暗地做门徒吗？

你怎么应用这节经文呢？我希望你被鼓励来到救主的光照之下。如果你真的得救了，那就进前来按

照主所定的方式做出宣告吧。” 

C. 传福音是敬虔的表达 

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应当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向我们身边的人传递福音的信息。我们的生活应当稳

定、持续地以敬虔为特征，这样，我们所见证的主才对非基督徒有吸引力。箴言 11:30 说：“义人所

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司布真在对这节经文所做的讲道中说，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个要点：“首先，信徒的生活应当给人

带去灵魂的祝福。其次，信徒应当追求赢得人的灵魂。” 

D. 传福音是神给每个基督徒的呼召 

有些基督徒认为传福音是一个恩赐，有这一属灵恩赐的人才有责任去传福音。他们使用以弗所书

4:11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然而这节经文的要点并不是说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才传福音。这节经文的要点是说，神如何满有怜

悯地赐下各种恩赐给各种人，装备他们参与各种事工，神的教会因此被建造起来。 

哥林多后书 5:18-21 这样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

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

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作为靠着信心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的人，劝人和好的责任被托付给我们了，我

们是神所差派到世界的天国和平大使。 

 

【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很好地传福音 -- 至少没有像我们认为应该的那样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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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福音倚靠圣灵的大能 

为什么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成为基督忠心的见证者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惧怕。惧怕可能会

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我们可能害怕自己缺乏能力，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害怕信息本身过于严肃，等

等。 

A. 神的主权 

神在祂的恩典中拣选了罪人得救，神也应许说祂会在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里招聚神的百姓。是

神的主权和大能给了宣教士耶德逊信心在缅甸忠心传扬福音四十年： 

• 在去往缅甸的路上，他被告知说缅甸是福音水浇灌不进的地方。 

• 他等了多年才看到有人悔改信主。 1 

• 他有十七年呆在监狱里。 

• 还有很多其他的无法想象的艰难，包括 “42 摄氏度的持续高温、霍乱、疟疾、痢疾，以及很

多其他不知名的疾病。他们夺去了前后两任妻子的生命、十三个孩子中七个孩子的生命、以

及一个又一个同事的生命。” 

同样的应许也激励了保罗在哥林多劳苦服事，神应许保罗说他的劳苦是不会落空的，因为神在这城

里拣选了许多百姓。在使徒行传 18:9-11，“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

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因为得救在乎神，所以我们传福音应当是大有信心的，因为知道我们的努力必然会有结果。我们是

神所使用的器皿，借着传扬福音而呼召神所拣选的信主得救。神的主权应当激励我们去传福音。 

 

B. 圣灵的大能 

我们在大使命相关的经文中读到耶稣应许说祂会永远和祂的百姓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怎样

成全他的应许呢？他给我们圣灵。圣灵自从五旬节开始住在信徒当中。使徒行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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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 

                                                           
1  他传了六年的福音，才为 Maung Nau 施洗。在十二年中，一共才有 18 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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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行传一章的上下文中，我们看到门徒们被告知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应许的圣灵。神要他们这样

做的原因之一是让他们认识到传福音的能力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天然能力，而是来自神。 

这是给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如果传福音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那么我们一定会感到

绝望。谁敢说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胜任这一重要的责任呢？但是传福音的能力并非来自我们自己，

而是来自圣灵。从一开始圣灵内住，圣灵就给了我们见证福音的能力。 

 

C. 福音的大能 

我们要活出像基督般的生活，让我们的见证能够荣耀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完美了才能传福

音，也不是说我们要因为不够完美而不传福音。神喜悦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这样才能单单让

祂自己得荣耀。你是否感到自己缺乏作见证的能力？那么就求神给你恩典，使你能够成为见证吧！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所说的话也成为我们对自己说的话：哥林多后书 4:7，“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

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罗马书 1: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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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

生。” 

我们所分享的福音是一个大能的信息，福音能够救人因为福音告诉我们，人可以怎样在神的面前被

称为义，这种称义是单单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应当信靠神，神能够满有力量地使

福音占据未信者的心。靠着圣灵的能力，神重生在罪恶和过犯中死去的罪人，除去他们的石心，并

给他们一颗肉心，使他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得救赎。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感想】 

 

五、如何评估传福音成功与否呢？ 

成功的传福音是传讲了福音。 我们的工作就是忠心地让福音对象认识耶稣基督，回转和悔改是神可

以成就的事情，而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成就的事情。我们撒种，别人浇灌，但是只有神才能使

人成长。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让罪人看见他需要耶稣，告诉他们活水的泉源在哪里，他们可以来并且

洗去自己的污秽。 

忠心信靠神，让神作工。愿约翰福音 4:35-37 能成为你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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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4:35-37，“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

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畜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

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所以评估传福音成功与否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主，我们只是他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就如保罗在林

前 3:6 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我们只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就好了。 

 

六、传福音是属灵操练 

传福音是基督徒生命的自然流露，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找机会去与非基督徒分享福音。但是，

传福音的机会并不总是自然地临到我们。传福音是一个属灵操练，我们需要采取主动去栽培和操练。

这包括说我们要在生活中积极地投资时间和精力在非基督徒的身上，目的是与他们分享福音。 

歌罗西书教导我们基督的完美和自足，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

先。”在基督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

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 1:15-20） 

这些关于基督的伟大真理应当激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愿意为他作见证。在这封书信的结尾，保罗也呼

吁基督徒要在传福音上大发热心。在歌罗西书 4:3-6，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

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

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学习到应当训练自己去传福音。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些步骤： 

首先，我们应当祷告。保罗请歌罗西的基督徒为他祷告，让他得着传讲福音的机会，也为他能够清楚

地分享福音信息而祷告。我们也应当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是否求神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是否求神

给我们恩典以更好地见证基督？ 

第二，我们需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4:5）。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生活，确保我们的生活没有抵消基

督徒的见证。我们是否操练敬虔？我们是否彰显福音？还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见证都无所谓？ 

第三，保罗呼吁我们“要爱惜光阴”（弗 5:16）。这一呼吁的意思是：不要坐在那里等候机会跳到你的

盘子里来，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寻找见证的机会。 

时间是短暂的，保罗呼吁我们对传福音要带着紧迫感，这意味着说我们要为别人腾出时间来。我们都

有繁忙的时间表，围绕着工作、家庭和教会。这是为什么训练自己为与非信徒交往留出有果效的时间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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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建立关系。我们可以与非基督徒一起吃饭，包括邀请非基督徒来家里共进晚餐，或者在公司里

和同事一起吃午饭谈话，使他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能对福音敞开，或询问他们该如何为他们祷告。 

另一个建立传福音机会的方法是赠送福音性的书籍，所以总要在你的手边有一些好的福音类书籍，在

你的家里、你的工作场所，或在你的车里、在你的背包里，这都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传福音。 

第五，我们可以训练自己传福音的方法，另外也要小心自己口里所说的话。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的口舌，

使自己所说的话满有恩典。我们所说的话应当是给非信徒带来祝福，并且给他们指向基督。 

最后，我们需要对福音有更深和更好的了解。我们是否渴慕在知识上和对基督的认识上有更好的成长？

我们是否渴望更深了解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常常需要默想福音真理，这不仅让我们

的理解更加加深，也会激励我们对神有更多的感恩，对传福音有更大的负担。 

这里有三个问题来让我们思想： 

• 既然神期待我们传福音，那么我们就应当顺服神和见证神。 

• 因为传福音是圣灵的大能，我们是否相信神会使用我们这个器皿来成就更大的救恩？ 

• 因为传福音是属灵的操练，我们是否愿意为此计划？我们是否近期承诺以一种方式参加福音

事工？ 

最后，我希望读一小段司布真的讲道给大家听： 

我认为牧师生活、灵魂和精力投入的最大价值是看到你们归向基督。惟有你们的救恩能让我感到我心

所慕的终于成就了。我要求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工人都看到这一点，灵魂归主是神呼召我们所做工作的

靶心。我希望每一个基督的工人都为基督赢得灵魂，看到灵魂被重生，并得着宝血的洗净。 

所以，盼望每一个基督的工人为此劳碌，他们为此发声直到声音嘶哑。让他们看到人的灵魂因着他们

的工作而得救。正如渔夫渴望鱼儿入网，正如农夫渴望土壤里长出青苗，正如母亲渴望丢失的孩子回

到怀抱，我们也应当这样看到灵魂的回转。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果子，不然我们还不如去死。哦主啊，

为了基督的缘故，拯救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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