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課

事奉主與傳福音

讀經：林前七 22；徒十三 2；林前十二 18；羅一 9；帖前五 14；羅十二 13；徒四 31，八 29~30；提
後四 2；林後十二 15；路十 2~6。
壹

事奉主的意義：
一 作主的奴僕 ── 林前七 22。
林前七 22

二

作神的祭司 ── 徒十三 2。
徒十三 2

三

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傳福音 ── 羅一 9。
羅一 9

五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作基督身上的肢體 ── 林前十二 18。
林前十二 18

四

因為一個奴僕在主裏蒙召，就是屬於主得自由的人；照樣，一個自由的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
僕。

我在祂兒子的福音上，在我靈裏所事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在禱告中，常常不住的題到你
們，

照顧聖徒 ── 帖前五 14；羅十二 13。
帖前五 14
羅十二 13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要勸戒不守規矩的人，撫慰灰心的人，扶持軟弱的人，又要對眾人恒
忍。
在聖徒缺乏上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尋機會。

貳

如何傳福音：
一 禱告 ── 徒四 31。
徒四 31

二

徒四 31

三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難道我越發愛你們，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麼？

講神的話 ── 徒四 31。
徒四 31

七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預備好，用全般的恒忍和教訓，叫人知罪自責，譴責人，勸
勉人。

愛人，為人花費，且花上自己 ── 林後十二 15。
林後十二 15

六

那靈對腓利說，你上前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上前去，聽見他念申言者以賽亞的書，便
說，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不管得時不得時 ── 提後四 2。
提後四 2

五

祈求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放膽講說神的話。

隨從聖靈 ── 徒八 29~30。
徒八 29~30

四

祈求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放膽講說神的話。

被聖靈充滿 ── 徒四 31。

祈求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放膽講說神的話。

挨家訪問，尋找平安之子 ── 路十 2~6。
路十 2~6

就對他們說，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你們去
吧；看哪，我差遣你們去，如同羊羔在狼中間。不要帶錢袋，不要帶口袋，不要帶鞋，在路上
也不要問人的安。無論進那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那裏若有平安之子，你們的平安就
必臨到那家；不然，平安就歸與你們了。

其他參考經節：
太六 24
羅六 6
羅十六 18
羅七 25
徒七 7
帖前一 9
啟二二 3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因為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
能事奉神，又事奉瑪門。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且用花言巧語，誘騙那些
老實人的心。
感謝神，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樣看來，我自己用心思服事神的律，卻用肉體
服事罪的律。
神又說，「他們所服事的那國，我要審判，以後他們要出來，在這地方事奉我。」
因為他們自己正在傳報關於我們的事，就是我們是怎樣的進到了你們那裏，你們又
是怎樣離棄了偶像轉向神，來服事又活又真的神，
一切咒詛必不再有。在城裏有神和羔羊的寶座；祂的奴僕都要事奉祂，

可十六 15
路十六 28
羅一 14
徒十六 9~10

祂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
因為我有五個兄弟，他可以鄭重的向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無論對希利尼人還是對化外人，無論對智慧人還是對愚拙人，我都是欠債的。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便推斷是神召我們去傳福音給那裏的人，就立刻想要往馬
其頓去。

第九週．第一天
禱讀經節
羅十二 1
林前七 22

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
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
因為一個奴僕在主裏蒙召，就是屬於主得自由的人；照樣，一個自由的人蒙召，就
是基督的奴僕。

晨興餵養
事奉主的動機
對主的愛
一個蒙恩的人事奉主，不是由於人在外面的鼓動或強迫，也不是因著人在旁邊的勸勉或帶領，乃
是出於裏面的一個動機。這個動機，就是他對主的愛。他對主的愛，在他裏面催迫他事奉主，推動他
事奉主。他裏面對主的愛，叫他不能不事奉主。他愛主，所以他必須事奉主。這是舊約所論那愛主人
的奴僕，所比方，所預表的。那樣的奴僕，雖然可以自由，不需作奴僕，但因愛他的主人，就不願意
自由，而甘願作奴僕，服事他所愛的主人。我們事奉主的動機，也是如此。我們也是因著愛主，而甘
心樂意作主的奴僕，事奉主。我們事奉主，乃是出於我們裏面對主的愛。
神的憐恤
我們所以愛主，是因為主愛我們。主的愛感動我們，激勵我們愛祂。主對我們的愛，在我們裏面
產生出我們對祂的愛，叫我們不能不愛祂。所以是主的愛叫我們愛祂，也是主的愛叫我們事奉祂。就
是因這緣故，使徒才用神的憐恤勸我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以事奉神。神的憐恤、神的愛，激
勵我們愛祂，叫我們事奉祂。我們事奉祂，是為祂的愛所激勵，是由於祂的愛在我們裏面所激出的愛。
這愛是我們事奉祂的動機，叫我們沒法不事奉祂。……
事奉主的意義
照聖經看，基督徒不應當以專作傳道為職業，卻應當以事奉主為正業。我們基督徒所有的職業或
事業，都是副業。惟有事奉主，是我們的正業。在我們，所有的職業或事業都是第二，惟有事奉主乃
是第一。我們在世上活著的目的，乃是事奉主。我們該以事奉主為我們生活的中心和目的。我們所以
作職業或事業，不過是帶手而作，藉以維持我們的生活，並供給主工作的需要。同時藉著我們所作的
職業或事業，與人接觸，以便將主的福音傳給人。所以我們不該將任何的職業或事業當作正業，看為
首要，而把事奉主傳福音看為次要。我們無論是以何事為業，都該是帶手而作的。我們的目的，該是
為著事奉主傳福音。我們無論作醫生或作教員，無論經商或作工，無論作任何職業或事業，都該是為
著事奉主傳福音。作醫生的，該藉著行醫，事奉主傳福音。作教員的，也該藉著教書，事奉主傳福音。
作任何事業或職業的，都該藉著所作的，事奉主傳福音。我們個個都該以事奉主傳福音為正業，以我
們的職業或事業為副業。我們若要作正常的基督徒，就必須這樣。只有這樣，才是為主而活，才是事
奉主。（聖經要道，卷三，第二十九題）
「……自由的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僕」
（林前七 22）
。事奉主，就是作主基督的奴僕。奴僕在這
樣的經文裏，指賣身失去自由的奴隸。這種身分說出我們事奉主的意義。我們服事主不是作甚麼偉大
的工作，乃是作基督的奴僕服事主。所以羅馬十二章十一節，說到我們服事主所用的動詞，就是奴僕
這辭的動詞，該譯為作奴僕服事。

「他們事奉主，禁食……」（徒十三 2）。這裏的事奉原文指作祭司事奉，和希伯來十章十一節，
說到祭司所用的「供職」（事奉）同字。作祭司事奉神，乃是在神面前作一切關乎敬拜神的事。這需
要常常親近神，侍立在神面前。
「……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基督的〕身體上……」
（林前十二 18）
。我們信徒
都是神所安排在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每一個都有他的功用。我們照著這功用，在基督的身體裏盡職服
事，也是我們對主的事奉。（生命課程，卷二，第二十三課）

第九週．第二天
禱讀經節
路一 74~75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一生一世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和義事
奉祂。

晨興餵養
蒙救贖的人都該是事奉神的人
現今在神的兒女當中有一個現象，好像只有一班人是事奉神的。但神的話乃是說，所有屬乎神的
人都是事奉神的人。本來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別人的奴僕時，他們沒有自由。神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經
過紅海，他們應當到曠野事奉神（出三 18）
。在血下有多少人，出到曠野也有多少人。蒙恩的有多少
人，事奉神的也有多少人。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的時候，把金銀也一起帶出來（十二 35~36）
，所以蒙
救贖的有多少人，財物上事奉的也有多少人，跟隨會幕的也有多少人，不是只有少數人來事奉。在舊
約和新約都沒有事奉和不事奉之人的分別，只有在墮落的基督教裏才分別出事奉和不事奉的人。……
所有得救的人都當事奉神
任何不是祭司國度的事奉都是錯誤的。召會是從世界裏面挑選出來的，所以就不許可在召會裏再
有挑選。只要沒有犯罪，沒有墮落，沒有金牛犢，神不許可再有分別。有多少人是蒙血救贖的，就有
多少人是事奉的。……得救的範圍有多廣，事奉的範圍也有多廣。……今天的問題就在這裏，有百分
之九十九的人事奉，神還不滿意。神是要每一個人都是事奉的人。我們不信多數的人事奉，而少數的
人不事奉。我們也不信少數的人事奉，而多數的人不事奉。事奉不是執事的事，或者幾個傳福音的人
的事。為甚麼我們一直說到身體的事奉？因為這是所有弟兄姊妹的事。
人一得救，就當撇下一切事奉神
神的話告訴我們，我們是蒙神憐恤的人，我們需要作甚麼事？今天的基督教以為說，我起頭的時
候，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血得救。過了一點，我更進步一點，我就丟棄世界。再過一點，我就撇下一
切來事奉神。這個乃是墮落的基督教。照神的話來說，人一得救，一進大門的時候，主就說，人要背
十字架（太十六 24）
。人不作門徒則已，一作門徒就得作得絕對。對每一個得救的人，主都把代價先
講清楚。頭一天人所碰見的，就是墳墓，頭一天就要把世界丟掉。我們不能降低福音，不能把福音弄
成不是福音。主從來沒有減價來招生意。福音乃是最便宜的，也是代價最貴的。我們的得救需要得救
得痛快。只有付上那麼多的人，才能夠喜樂。
全體擺上，徹底的事奉
今天〔事奉〕的責任乃是在身體上。我們讀林前十二章和羅馬十二章，都說到事奉是整個身體的，
不是三五個特別的人來事奉。為這緣故，我們要求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出來。主所要求的乃是這個徹
底的事奉。我們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夠被帶過去。主要有這樣徹底的事奉。不光同工需要配搭作
工，每一個弟兄姊妹也需要配搭上去才能算數。（倪柝聲恢復職事過程中信息記錄，第十八篇）

第九週．第三天
禱讀經節
羅十五 16
啟一 5 下~6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
靈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
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了；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
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餵養
我們需要藉著生養教建，完成職事的工作
基督身體的建造，不是倚靠少數人，不是倚靠召會的負責弟兄，也不是倚靠同工或全時間者，乃
是所有經過成全的聖徒，個個都能作建造基督身體的工作。生、養、教、建，這是新路裏的四大步驟。
當召會裏的聖徒個個又生、又養、又教、又建的時候，神永遠的目的就要達到了。神永遠的目的就是
要得著基督的身體，達到這個目的的步驟，就在於我們藉著傳福音來生，藉著家聚會來養，藉著排聚
會來教，以及藉著召會聚會來建造。（新約福音的祭司，第二篇）
全體作祭司事奉神，實行新路四步驟
新約的事奉是神在聖經裏所命定的，指明新約的全體信徒都是事奉神的祭司（啟一 5~6）。祭司
就是事奉神的人；古今中外所有事奉神的人定規都是一個祭司，專職在神面前全時間服事。雖是全時
間，但也得勞苦養生，親手供給自己的需用。
神在整本新約裏，幾乎都是講如何作神福音的祭司，如何事奉神。新約的祭司，保羅稱之為福音
勤奮的祭司（羅十五 16）
；是祭司，卻是傳福音者，是專職福音的祭司。在舊約，祭司是專管祭物的。
但羅馬十五章十六節所說福音勤奮的祭司，乃是專管福音的。……〔而且，〕新約的福音祭司該是一
個勤奮的福音祭司，不是愜意、悠閒的，乃是勤奮、勞苦的；在神的福音上勤勞。保羅作神福音的祭
司就是這樣，我們也該是這樣。（神命定之路最新的陳明與基督來臨的兆頭，第四篇）
生 ── 傳揚福音，拯救罪人
基督徒事奉主的頭一件事，就是傳福音。這如同結婚生子一樣。一對青年男女結為夫婦以後，頭
一件事就是生孩子。若是一個家只有夫婦而沒有孩子，那是一個很大的缺欠。……今天我們都受浸了，
也就是說我們都結婚了，接下去就該生孩子了。屬靈的生孩子就是傳福音。保羅說，「我在基督耶穌
裏藉著福音生了你們」
（林前四 15）
。保羅傳福音，帶領許多哥林多人得救；那些哥林多信徒，就是保
羅所生的屬靈兒女。
養 ── 餵養主的小羊
結了果子之後，接著要餵養。每個作母親的人都知道，孩子生下來以後，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
餵孩子吃奶。所以作母親的人最先要研究的事，就是怎樣來乳養孩子。……一個孩子初生下來，不是
要叫他到我們這裏來吃奶，而是我們要到他那裏去，餵他奶吃。即使我們不能天天去餵，最遲也不可
晚過三天，最好你能天天去餵他。我們到新受浸的弟兄姊妹家，餵養人屬靈的糧食，這就是我們所說
的家聚會。（新約福音的祭司，第二篇）
教 ── 成全聖徒，建造基督的身體
你餵養他一個多月以後，他穩健了，就立刻帶他到小排聚會裏接觸弟兄姊妹們，一同過群的生活，
這就進入召會了。在小排裏不僅有教，還得有養，而且小排必須是生機的，人人教，個個學，好建造
基督的身體。〔我們在小排聚會裏，要用全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裏成熟的
獻上，這個獻上就是祭司的工作。〕
建 ── 藉著申言為主說話，建造召會

〔新約職事所作的工作不是別的，乃是建造基督的身體。〕林前十四章專門講召會的建造，怎麼
建造？就是申言。保羅說，
「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為要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
（31）
。……
「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凡
事都當為建造」
（26）
。
〔所以人人都應該操練申言，好建造基督的身體。〕
（新約福音的祭司，第一篇、
第二篇）

第九週．第四天
禱讀經節
羅十 15 下
太二八 19

「傳福音報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晨興餵養
傳福音是每一個信入主得救的人都該作的，也是都樂意作的。我們裏面所得神的生命，也就是這
樣的一個生命。我們越傳福音，就越叫這生命得釋放，我們也就在其中隨著長大。
福音是甚麼
福音是佳音、喜信。「那報佳音……傳救恩的」。「傳福音報喜信的人」（賽五二 7，羅十 15）。福
音就是神叫祂的僕人們所報給人佳美的音信、大喜的信息。
福音的內容
福音的內容是耶穌基督。
「傳耶穌是基督為福音」
（徒五 42）
。福音首要的內容，乃是耶穌基督這
一位神的兒子（約二十 31）。祂是神而人者的一位（羅一 1～4），作了罪人的救主（太一 21）。
基督為我們擔罪的死，和祂的埋葬與復活，也是福音主要的內容。「所傳與你們的福音……就是
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林前十五 1～4）
。
基督之所是，就是祂神而人者的身位，和基督之所作，就是祂救贖的工作，構成福音的內容。
傳福音的另外說法
第一，傳福音是作見證。
「要……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 8）
。第二，傳福音是領人歸主。
「安得烈……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領他到耶穌那裏」（約一 40～42）。第三，傳福音是撒種。
「收積五穀歸入永遠的生命，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歡樂」（約四 36）。第四，傳福音是收割莊稼。
「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割祂的莊稼」
（太九 38）
。第五，傳福音是還債。
「無論對……人，我都是
欠債的……我……要將福音也傳給你們」
（羅一 14～15）
。第六，傳福音是結果子。
「我（主）揀選了
你們，並且派你們前去結果子」（約十五 16）。
這六處經文說到為主作見證、領人歸主、撒種、收割莊稼、還債和結果子，都是傳福音的另外說
法。
主的吩咐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太二八 19）
。
「你們往普天
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
（可十六 15）
。主耶穌藉著祂的死而復活，將神為祂揀選的人所計畫
的救贖完成了以後，在離世升天的時候，就吩咐祂的門徒，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祂的福
音，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將他們浸入三一神裏面。這個吩咐乃是嚴肅的，不只是給當時在主跟前的門
徒，也是給歷代所有信入主，蒙了祂救恩的人。所以我們要鄭重地接受這吩咐，去廣傳主的福音。
傳福音的靈 ── 說出對傳福音的態度

另外，我們對傳福音該有的態度。第一，我們應是靈裏火熱。「靈裏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確地講
論」（徒十八 25）。第二，我們應靈裏激憤。「看見滿城都是偶像，他裏面的靈就受到激憤」
（徒十七
16）
。第三，我們應不以為恥。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羅一 16）
。
第四，我們應甘願犧牲自己的身分。「我雖從眾人得了自由，卻自願奴役於眾人，為要多得人……向
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各種的人，我就作了各種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享這福音」
（林前九 19～23）
。第五，我們應喜歡
花費，且願花上自己。
「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
（林後十二 15）
。第六，我們應不
怕苦難。「總要按神的能力，與福音同受苦難」（提後一 8）。第七，我們應撇下一切。「人為我（主）
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母親、父親、兒女、田地」（可十 29）。
以上所說的靈裏火熱、靈裏激憤、不以福音為恥、甘願犧牲自己的身分、喜歡花費、且願花上自
己、不怕苦難並撇下一切，都是我們對傳福音該有的態度。願主給我們恩典，使我們能效法先聖美好
絕佳的榜樣。（生命課程，卷三，第二二課）

第九週．第五天
禱讀經節
約十五 5
徒一 8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晨興餵養
傳福音的人
一個傳福音的人，行事為人必須與主的福音相稱，
「行事為人配得過基督的福音」
（腓一 27）
；也
必須是一個住在主裏面，而讓主住在他裏面，和主一同生活，沒有間隔的人。
「住在我（主）裏面的，
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十五 5）。
傳福音的權柄
傳福音的權柄，就是基督所得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超過一切，管轄一切，支配一切的權柄。「天
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二八 18～19）。
傳福音的能力
傳福音的能力是終極聖靈的能力。「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人」
（徒一 8）
。傳福音的能力，就是作三一神終極表現，包括三一神和祂所經過一切過程的
大能聖靈。
如何傳福音
第一，要禱告。
「祈求完了……放膽講說神的話」
（徒四 31）
。要傳福音有功效，就必須是一個禱
告的人。
第二，要被聖靈充溢。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放膽講說神的話」
（徒四 31）
。傳福音必須有聖靈
的充溢，成全我們的禱告。
第三，要隨從聖靈。
「那靈對腓利說，你上前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上前去」
（徒八 29～30）
。
要傳福音，能流露主的生命，結出生命的果子，就必須隨從聖靈的帶領。
第四，要不管得時不得時。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提後四 2）
。要傳福音有結果，就不能
受時間的限制。

第五，要愛人，為人花費，且花上自己。「我極其喜歡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難道我越
發愛你們，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麼？」
（林後十二 15）愛人，為人花費，且花上自己，也是傳福音的
妙法、上乘之路。
第六，要講神的話。
「放膽講說神的話」
（徒四 31）
。不說自己的話，而講神的話，是傳福音成功
的一大秘訣。在這點上，最值得介紹的福音小冊，是臺灣福音書房出版的「人生的奧秘」。
第七，要挨家訪問，尋找平安之子。「莊稼固多，工人卻少；所以要祈求莊稼的主，催趕工人收
割祂的莊稼。你們去吧……無論進那一家，先要說，願這一家平安。那裏若有平安之子，你們的平安
就必臨到那家」
（路十 2~6）
。能將福音傳得普遍，且收效最為豐碩，絕佳的路乃是去挨家挨戶叩門訪
問，尋找平安之子，帶他們相信、受浸、得救。
傳福音的賞賜
傳福音的賞賜是必得賞賜。
「傳福音……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
（林前九 16~17）這裏所
說的賞賜，必定包括說這話的使徒保羅，在他所寫的提摩太後書四章七至八節所說的公義冠冕。此外
還包括些甚麼，就很難言定。但總必是榮耀的。
不傳福音的虧損
不傳福音就有禍了。
「若不傳福音，我便有禍了。」
（林前九 16）這是那忠心一生為主傳福音的使
徒保羅說的話。他說，不傳福音就有禍了。到底有些甚麼禍，我們難以查知。不過總不是叫人感覺舒
服、光榮的好事情。這該是我們的警惕！
還有，不傳福音會被剪除。
「凡在我（主）裏面不結果子的枝子，祂（父）就剪去。」
（約十五 2）
這是主耶穌親自警告我們的話，就是凡屬祂不結果子的枝子，父就從祂身上剪去，叫他失去作祂枝子，
住在祂裏面的一切供應和祝福。這又是何等的警戒！（生命課程，卷三，第二二課）

第九週．第六天
禱讀經節
約十五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
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晨興餵養
得救使人充滿喜樂
實行新路的一個焦點，就是「挨門訪問，帶人歸主」。挨門訪問就是叩門帶人或叩門救人。主耶
穌在地上生活了三十三年半，末後三年半是祂正式作工的時候。在那三年半之中，祂說了許多話，也
講了不少的道。可是祂死而復活之後，與門徒臨別時留下的話乃是：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太二
八 19）。基督徒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看見人得救。無論熱心還是冷淡的，無論是高昂還是下沉的，
只要你是一個基督徒，你一定喜歡看見人得救。一看見人得救，你就滿了喜樂。
我傳福音有六十多年的經歷了。我初次傳福音，是一個人下鄉間去。那時我得救不到一年，還不
滿二十歲，就開始傳福音了。我親自提筆寫了一篇福音單張，題目是「靈魂得救之妙法」。我覺得很
好，也很有興趣，就用一張淺粉紅色的大紙印了很大的字，非常惹人注目。每逢主日，我就一個人下
鄉去。沒有同伴相陪，但我心裏實在火熱。一早我就出發，走幾小時的路，一遇見人就講。那些鄉下
人看見我，覺得我很古怪，怎麼逢人就東講西講？乍聽之下，也不清楚我到底講甚麼，只覺得我的話
還有點道理，樣子也不是太粗俗，所以還會聽。

傳福音是主的派定和吩咐
聖經清楚啟示，傳福音這件事，乃是主的派定和吩咐。主派定我們去結果子（約十五 16）
；祂也
吩咐我們去廣傳福音，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太二八 18~20）
。所以傳福音這件事不是我們主動發起的，
乃是主所派定和吩咐我們的。
我們是葡萄樹的枝子，為著結果子
主又說，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住在主裏面，意思就是枝子留在樹上。枝
子留在樹上，就讓樹裏面的汁漿，其中所包括生命、性情裏一切的豐富，全都供應到枝子裏面。這樣
一供應，枝子就能長大；一長大就會有流露、有表顯，這個表顯就是結出纍纍下垂的果子。嚴格地說，
「纍纍下垂」乃是形容葡萄樹的枝子所結的果子；因為桃樹或蘋果樹的枝子，都不能結出纍纍下垂的
果子，只有一種樹的枝子所結的果子是纍纍下垂的，就是葡萄樹。如果葡萄樹的枝子每枝只結一顆葡
萄，只有一顆葡萄掛著，那就很難看。再者，葡萄樹的每一枝子至少都有好幾串，而一棵葡萄樹又有
許多枝子。所以當葡萄樹被架起來時，極目望去全都是纍纍下垂的葡萄串。這給我們看見，葡萄樹的
枝子不為著別的目的，乃是為著結果子。
今天我們都要自問：身為得救的人，我們和主的關係是甚麼？我們都得說，我們和主的關係，既
不是朋友，也不是師徒；我們和主的關係，乃是枝子和樹的關係；祂是葡萄樹，我們是枝子。既然我
們是葡萄樹的枝子，我們該作甚麼？是為著展覽或作材料麼？葡萄樹的枝子不要說作木材，連作燃料
都不好，因為很難燒起來。所以，一旦枝子沒有用，大多就是丟棄。難怪主耶穌說，枝子若不結果子，
就要剪去。今天你我都是枝子，我們所要負的責任就是結果子。
「結果子」意思就是領人歸主
前去傳福音是主賦與我們的使命
主在馬可十六章十五節吩咐門徒：「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還不僅向萬
民，更是向一切受造之物。主的意思是：福音應該傳遍；不僅人要聽見福音，凡是受造之物都該聽見
福音。我們傳福音該傳到這個地步。幾十年前我就告訴人，你應該天天傳福音；如果找不到人傳，就
向貓或狗講。那時我還沒有把握，因為我沒讀出馬可十六章所說，向一切受造之物傳揚福音是甚麼意
思。現在我很有把握地說，你若能對貓或狗傳福音，必定也能向人傳福音。就是找不到貓或狗，你的
家裏還有桌、椅、櫃子，你也可以對著它們講。比方你被福音的火燒著，一肚子的福音想要倒出來，
但是一時找不到人，只看見一棵松樹，你可以到松樹跟前把福音倒出來。我沒有對松樹傳講過，不過
向大海講了不少。那時我在別人跟前說話不容易，所以就在大海跟前學習傳福音，操練說話的聲音和
姿勢。我相信你若對受造之物講過福音，你一定也願意對人傳福音，帶人信而受浸，使他得救。（信
徒聚會並事奉的正路，第四篇）

問

答

一

請簡述信徒事奉主的動機。

二

請根據聖經，簡述為何信徒要全體事奉。

三

請根據聖經，簡述福音是甚麼和福音的內容。

四

傳福音該有甚麼態度？如何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