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揚基督 
 

 
58 

 

第六篇  保羅—傳福音給外邦人 
 

讀經： 

使徒行傳九章 1-22 節；十八章 5 節，20 節，24 節 

歌羅西書一章 23 節。 
 

引 言 

使徒保羅是整本新約聖經當中，對於傳揚基督最為廣泛、徹底且

透亮的使者。尤其在他的身上，有屬靈方面得天獨厚的恩賜；他有教

師的恩賜、有牧師的恩賜，也有先知的恩賜、使徒的恩賜，更有傳福

音的恩賜。實在是一位集學者、作家、傳道和聖經教師於一身的傑出

人物。 

保羅是神所特別揀選的貴重器皿，所以我們更是不可忽略他，現

在我們要來看他作傳揚基督使者的經歷。 

 

（一） 保羅的字義 

保羅的字義是「微小」，另一種解釋是「謙卑」。其屬靈意義，是

站在微小的地位；但就着生命經歷而言，即我必衰微，主必興旺。感

謝主！果然保羅在他一生被主使用傳揚基督的路程，明顯地使我們看

到他有一個特點，就是一直站在微小的地位上，讓基督興旺！增加！

彰顯！ 

我們從保羅書信來看，他畢生如何始終站在微小的地位被主使用。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詳細讀過哥林多前書，就會發現使徒保羅用

相當多的篇幅一再說明自己是真使徒。當他向哥林多教會盤問他的人

分訴時說：『我不是自由的嗎？我不是使徒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

耶穌嗎？你們不是我在主裏面所作之工嗎？假若在別人我不是使徒，

在你們，我總是使徒，因為你們在主裏，正是我作使徒的印證。』（林

前九 1-2）他的語氣似乎顯示他以自己度量自己，或說是自己稱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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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其實保羅並非自誇自大，乃因當時有些人誤解保羅沒有使徒的權

柄，甚至有人毀謗他是假使徒，故此保羅不得不自辯。當他證實自己

是使徒，站在使徒地位時，他仍不忘站在微小的地位說：『我原是使

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林前十

五 9） 

我們也可以從保羅與以弗所教會的關係中，來看他是如何處卑微。 

當他到以弗所開工時，遇見施洗約翰的幾位門徒，他按手在他們

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其時約有十

二人。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後來在推喇

奴的學房天天辯論。這樣有兩年之久，讓凡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

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神也藉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

事，主耶穌的名從此就尊大了。信主的人認罪；平素行邪術的，把書

拿來焚燒，書價共合五萬塊錢。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徒十九 1-
20）。 

親愛的弟兄姊妹，由上述以弗所教會興起的史實中，清楚看見以

弗所教會曾接受諸多屬靈幫助，深信保羅也知道以弗所教會的聖徒很

謙卑地接受他的幫助，但是當他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聖徒，提到自己

的身份時說：『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弗三 8）哦！保羅是個

偉大的屬靈人物，但是當他站在聖徒的地位時，仍離不開微小的特質，

自稱自己是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他如此自甘卑微的靈，真是多麼

使人的心折服啊！ 

不僅如此，就是當他到年老將離世之時，屬靈生命已臻成熟，他

寫信給提摩太，提到自己身份時，他一直只記念：『基督耶穌降世，

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

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提前一 15）每當保羅想到自己蒙恩之前的

光景時都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他無論站在甚麼立場上，始終不

離開微小的地位來事奉主、服事眾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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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恩待我們，藉着保羅之字義「微小」的經歷賜予光照，

使我們日後能願意處卑微，看自己微小；因屬靈不變的定律是自卑的

就必升高，誠如使徒保羅越自居微小，就越被主重用。 

 

（二） 得主顯現接受傳福音的使命 

主耶穌升天前囑咐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可十六 15）明言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當肩負傳揚基督之使

命，而基本條件（資格）是必須有得主顯現之經歷。因此我們緊接着

要來看，保羅得主顯現，接受傳福音的使命，完成託付之經歷。 

根據使徒行傳第九章、廿二章、廿六章中記載，保羅見證自己行

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

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他說：「主啊，你

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

事，必有人告訴你。」他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甚麼。

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色；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當

下，主打發一個在大馬色的門徒亞拿尼亞，到猶大的家裏去找掃羅，

亞拿尼亞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

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

滿。」又說：「我們祖宗的神揀選了你，叫你明白祂的旨意；又得見那

義者，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保羅因此從主領受傳揚基督的使命了，

於是他到各處作見證，並在各會堂宣傳耶穌是神的兒子，證明耶穌是

基督，直到晚年成為基督的囚奴（提後一 8）。 

由此史實，使我們看見傳揚基督，接受福音的使命之條件在於得

主顯現。誠如詩云：「更多相信主的聖言，更多倚靠祂的恩典；更多

愛慕祂的顯現，更多盼望祂的王權。」（聖徒詩歌 277) 
 

（三） 在亞拉伯隱藏接受屬靈裝備 

自從保羅在大馬色得主顯現（遇見主）之後，便欣然接受傳揚基

督的使命，隨即到各處作見證，並在各會堂傳揚基督；但是神並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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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使徒行傳九章 22-25 節：『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

色的猶大人，證明耶穌是基督。過了好些日子，猶太人商議要殺掃羅，

但他們的計謀被掃羅知道了。他們又晝夜在城門守候，要殺他；他的

門徒就在夜間用筐子，把他從城牆上縋下去。』迫使保羅不得不退到

亞拉伯曠野去。讚美主！原來是主不可測度的美意，帶領他到亞拉伯

隱藏為要接受屬靈裝備。 

感謝主！在我們中間有不少青年人參加主日下午的追求班，為要

得到屬靈裝備，因為一個基督徒在神手中能不能長久被王使用，關鍵

在於有否接受屬靈裝備。主看重保羅，要長久的使用他，所以當保羅

蒙恩之後，就帶領他退隱到亞拉伯三年接受屬靈裝備，之後他才出來

盡傳揚基督的使命。（加一 17-18） 

關於保羅在亞拉伯接受屬靈裝備，我們舉出三個主要的屬靈經歷： 

 

1. 消化異象 

使徒行傳九章 17 節記述，保羅得主顯現後，亞拿尼亞奉主差遣

把手按在掃羅身上時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到了使徒行傳

廿六章 19 節，保羅在官長、巡撫和君王面前為主作見證時說：『亞基

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這句話不僅說出保羅

悔改歸主之根源是得主顯現，同時當他得主顯現看見異象，這異象就

抓住了保羅、控制保羅、支配保羅，叫他一生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

異象。保羅在亞拉伯三年消化異象之後，他對基督不僅有了確定的認

識、增加並擴大，同時在消化異象中，這位豐滿的基督無形中組織在

他裏面。 

故此我常提醒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須留心在聚會中，如果聽見

主的聲音（講台信息或分組禱告），靈裏遇見主，要寶貝個別在主面

前與主交通的生活，學習操練進入消化異象之經歷。求主藉保羅的經

歷激勵我們，在我們往後的年日中，能擺上更多時間到主面前，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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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異象的經歷裏面，好讓主有機會將祂的豐滿，更多充滿在你我裏

面，阿們！ 

詩云：主，你榮面是我所羨，開啟我眼使我看見；主，你慈聲是

我所羨，開啟我耳使我聽見；主，你自己是我所羨，開啟我心使我愛

戀。 

 

2. 查考聖經 

消化異象需要禱告，也需要以神的話（聖經）來配合。就着經歷

而言，在讀經時將得着的章節或段落化為禱告，因神常以聖經的話，

在禱告中開啟我們，使我們對基督有更新的認識，並擴大成為啟示。 

為何說保羅在亞拉伯三年，可能在消化異象或仔細地查考聖經呢？

此乃根據他所寫的書信裏，多處引用舊約聖經，顯示他不但是仔細的

查考，並且非常熟悉舊約的聖經。 

不僅如此，更難能可貴的，就是他進一步藉着書信，把基督多方

面啟示出來。諸如羅馬書中提起義人「因信而活」，我們中文翻譯是

「因信得生」。原記載於舊約哈巴谷書，其實先知哈巴谷在著書時，

很可能不一定領會其中的含義，然而當保羅讀到哈巴谷書二章 4 節：

『惟義人因信得生』，聖靈把這句話照明給他，他便得啟示領會其中

的含意，乃是指着因信基督得以稱義，我們也因信基督而活。又如哥

林多前書十章 1-4 節，保羅述說以色列祖宗出埃及經過紅海受冼之史

實，來預表新約聖徒與教會的屬靈經歷，其中他說到「靈磐石」，那

磐石就是指基督說的。 

弟兄姊妹，從上述見證使我們知道，保羅在亞拉伯三年之久的時

間消化異象，仔細地查考聖經，得着基督的啟示，於是保羅就把舊約

聖經消化成乃新約書信中的啟示。哈利路亞！ 

 

3. 隱藏學習屬靈生命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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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格外恩待保羅，使他不僅三年之久在亞拉伯消化異象，並

藉着查考舊約聖經，擴大對基督的認識和啟示；同時，主進一步使他

在亞拉伯曠野的生活中，帶領他學習屬靈生命的功課。 

在保羅未遇見王之前，曾在當時的名教師迦瑪列的門下，按着嚴

緊的律法受教；由此可知，他是個傑出、博學且道德勝過一般人，在

猶太教及社會上是很有前途的人。自然地，他有雄心萬丈，但當他在

往大馬色途中遇見主，接受亞拿尼亞按手而眼睛復明時，他便往各會

堂傳揚基督，險些遭猶太人謀殺而退隱亞拉伯。 

誠如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以為這是

他發揮功用的時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裏，

見他們一人受冤屈就為他報仇，打死埃及人，他以為弟兄必明白是神

藉他的手搭救他們。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

說：「你們二位是弟兄，為甚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

開，說：「誰立你作我們 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

殺那埃及人嗎？」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於米甸（徒七 22-
29 ) 。摩西就此在曠野度過四十年牧羊的生活，直到他裏面的脾氣、

世界、虛榮……等肉體被對付。 

親愛的弟兄姊妹，「米甸」和「亞拉伯」都是鮮少有人跡居住的

曠野。保羅在亞拉伯曠野，與世界（城市生活）全然隔絕，很自然地，

世界的人看不見他，但在這段期間他卻受神直接的訓練，並隱藏學習

屬靈生命的功課。結果他的雄心大志掉下了、虛榮心也受對付了。委

實與八十歲的摩西一樣，前後光景判若兩人。 

我們看經歷亞拉伯曠野前後的保羅。使徒行傳九章 1 節：『掃羅

仍然向主的門徒 口吐威嚇兇殺的話。』到了使徒行傳廿章 18-19 節：

『保羅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

始終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

經歷試煉。』很明顯地，保羅原是咄咄逼人的態度，但經過亞拉伯曠

野後的保羅，就學習了屬靈生命的功課。甚麼是學屬靈生命功課？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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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一面是肉體受對付，靈被十字架破碎；但積極的一面是屬靈生命

被建立，流露基督十字架的生命。 

哦！弟兄姊妹，願主恩待我們，在接受傳揚基督使命之前，受主

帶領退隱亞拉伯，在神面前謙卑俯伏、接受屬靈裝備、學習屬靈生命

功課，受主破碎、讓主倒空、被主充滿，作主貴重器皿，盡傳揚基督

的使命。 

 

（四） 作福音的執事 

保羅有了亞拉伯三年的屬靈裝備，主便開始用他作『福音的執事』

（弗三 7 ) 。何謂執事？執事( Ministry )即指着這個人從主得到一份託

付（職事），這個託付（職事）已經組織在他裏面，成為他的生命經

歷 。如同十六世紀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他的職事是「因信稱義」。

因有一天馬丁路德讀到羅馬書，得聖靈啟示「因信稱義」之真理，這

「因信稱義」就進入他裏面，成為他生命的經歷。所以他一傳講「因

信稱義」，人們的心眼就被開啟。又如賓路易師母(Jessie Penn-Lewis) ，

她是十字架的執事，對十字架的死有頂深的領會，同時對十字架有深

的經歷，十字架的信息也深深組織在她裏面。難怪她每次傳講十字架

的信息時，總是充滿十字架的靈和衝擊力，於是後代的人稱她是「十

字架的使者」。 

還有近代被主重用的史百克弟兄(T. Austin-Sparks)，他是復活的執

事，他每次傳講基督復活的信息，下沉的靈都會甦醒過來，因為基督

復活的生命（靈）已組織在他裏面。 

使徒保羅作了福音的執事，說出他這個人身上充滿福音，他就是

福音的發表。因此我們要提出他作福音的執事有四個特質： 

 

1. 福音的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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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活表現即活出福音。前面已提過在使徒行傳中，三次

記載保羅見證自己得主顯現前後的歷程(使徒行傳九、廿二、廿六章)。

後來在他寫的書信中，也總是提到他得着福音後的表現。 

在哥林多前書中，當人向他使徒的職事挑戰時，他說：『我原是

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

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思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

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林前

十五 9-10) 

加拉太書一章當他提說，他所傳的福音不是人傳授，乃是神所啟

示時，又再次作福音見證：『你們聽見，我從前在猪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樣極力過迫殘害神的教會，我又在猶太教中，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

人更有長進，為我祖宗的這傳更加熱心；然而，那把我從母腹裏分別

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他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把他

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加一 13-16) 

以弗所書二章，保羅說到基督徒屬靈經歷是從重生起點，一再提

出「那時」、「從前」、「當」……等，未遇見主之前的字眼：同時

又提出「然而」、「又」、「如今」……等，指着自己遇見主之後的

字眼。我們看第 13 節：『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

裏，靠着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腓立比書也不例外，當他勸勉腓立比的聖徒，當以基督為人生的

至寶時說：『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

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噹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

至寶。』（腓三 7-8) 

到了歌羅西書一章，他說到基督的十字架達成神救贖時，21-22 節

記載：『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着惡行，心裏與他為敵。但如今他藉

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

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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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由上述幾處記載的史實，足以證明保羅實在是福

音的活表現。換言之，人看見他，彷彿看見基督；人碰到他，就碰到

福音。因他就是褔音，是福音的活表現。 

主僕科南(Dr. Bernadotte)博士，某次應邀去領會，當他在火車上準

備講章，聚精會神的尋求主，途中有一位老婦人帶着四個衣衫襤褸的

孩子上車，坐在他的後面，其中一個小孩不經意地伏在科南博士的肩

上，稍後伸出骯髒的小手摸科南博士的白衣領口。想不到他非但不責

怪那小孩，反而毫不介意的把小孩抱在腿上，接着向小孩子們傳講耶

穌。其時車上有一位乘客看到此情景，心裏非常感動，含着淚眼，離

座走到科南博士的面前，握緊他的雙手向他表示，車內的人都因你褔

音的活表現，就相信你所傳的耶穌是真的。原來剛才的老婦人是小孩

的外婆，因這四個小孩的母親剛過世，棺木正放置於這列火車的後車

廂。由此見證使我們不能不回到主面前，求主施恩光照，你我身上是

否有褔音的活表現？ 

 

2. 福音的靈 

作褔音的執事，必須要有褔音的活表現，因這是外在人肉眼看得

見的；但福音的靈，是在人的心裏面，是靈裏的故事。何謂福音的靈？

即靈裏的負擔或催促。就經歷而言，負擔是靈覺裏面有一種力量要衝

出來，或說靈裏面一股無形的能力一直在催促。凡作為傳揚基督的使

者，都有褔音的靈。所以弟兄姊妹，身為傳揚基督的使者不是一時興

奮，也不是為應付環境的需要，不然遲早你要發現傳福音成為重擔、

累贅，結果必定失敗。相反的，若傳揚基督是因心靈的負擔與催促，

很奇妙地，日子越久裏面越有膏油、越有主的同在，縱然遭遇反對、

攻擊、挫折……，仍然能有大喜樂。因此我們要指出保羅有褔音的靈

的幾個表現： 

(1) 攪亂 

使徒行傳十六章 16 節記述，保羅在腓立比傳褔音時，有一個使

女被巫鬼所附迎面來，她是用法術叫她主人大得財利，她跟隨保羅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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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說：「這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她一連多日這

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

咐你從她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出來了。」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路

斷絕了，便遷怒保羅和西拉，揪住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並控訴他們；

其時聖經特記着：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人原是猶太人，竟

騷擾我們的城。」』(20 節）此明言他們向官長控訴說，保羅是擾亂

人的。 

接着十七章「騷擾」又出現一次，即保羅來到帖撒羅尼迦傳揚基

督時，有多人歸主，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裏嫉妒，招聚了成群的市井

匪類，聳動合城的人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姓那裏。

第 6 節特記述：『找不着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裏，

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弟兄姊妹，「攪亂」即

令人受不了。可見一個傳揚基督使者，靈裏會有一光景，即他傳揚基

督的影響力會讓人受不了。 

記憶猶新，在我大學的時候，有一位弟兄充滿褔音的靈，當時我

們學校的週會經常邀請名人來演講訓誨，這位弟兄在校內總是向所遇

見的同學們、老師們作見證。某天學校請一位貴賓來演講，他看到那

位貴賓從校門口走向操場時，他冒然前去，把手中的福音單張塞給貴

賓，並對他說：「請信耶穌。」哦！這位弟兄當時褔音的靈，表現出

的「攪亂」真是使學校受不了！ 

(2) 心裏焦急 

保羅後來到雅典，『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裏着急。』（徒十七

16)「心裏着急」說明他目睹雅典的人不認識真神拜偶像之情景，他

靈裏充滿褔音的熱火，叫他心裏焦急無法抑制。 

請捫心自問，我們四顧周圍人群，不認識真神，敬拜假神，落在

黑暗之中，你我的靈是麻木？抑或是焦急呢？ 

(3) 為道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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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保羅離開雅典到了哥林多，當時哥林多是個重要的國

際城市。聖經記說：『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裹辯論，勸化猶太人

和希利尼人。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為道迫切，向猶

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徒十八 4-5)。此明言保羅「為道迫切」，顯

示他靈裏有強烈的負擔，催促他把福音傳給哥林多人，見證耶穌是救

主，切望他們也能同得福音的好處。 

(4) 鼓動 

不久，保羅在該撒利亞被人解到腓力斯巡撫面前，眾人控告他說：

『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

（徒廿四 5)「鼓動」即煽動的意思。哦！保羅裏頭褔音的靈令人意會

是在鼓動人、煽動人。就着經歷而言，某弟兄素來對傳褔音沒有負擔，

但是因你褔音的靈鼓動，使弟兄受激動產生褔音的負擔，甚至影響其

他的弟兄姊妹對褔音有負擔。 

求主恩待我們，將保羅裏頭褔音的靈賜予我們，使我們特會後，

個個都有褔音的靈，叫人受不了（擾亂）；對走向滅亡的靈魂心裏焦

急，為主的道心裏迫切，而鼓動眾聖徒都起來傳揚基督，阿們。 

 

3. 盡心竭力傳褔音 

作褔音執事的保羅身上，第三個特質就是盡心竭力傳褔音。雖然

有的弟兄姊妹是學生，不可能把學業擱置而來傳福音，有的在社會上

有事業，未能像蒙召的同工全時間；然而感謝主，保羅卻提出三方面

的經歷，幫助眾聖徒都能盡心竭力傳褔音。 

(1) 為靈魂費財費力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15 節保羅說：『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

財費力。』一個肯為靈魂費財費力，表明他心底是熱切愛靈魂，因為

財物最會摸着人的心。肯為靈魂費財費力，說出肯付代價來傳揚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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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位開餐館的弟兄，他因被主愛激勵，裏面充滿愛靈魂的

心。他每禮拜一定撥時間外出傳福音，後來他自備鑼鼓招呼弟兄們與

他到街上，沿街敲鑼打鼓請人信耶穌，因他熱切愛靈魂，又肯為靈魂

費財費力，被主使用，引領多人歸主！ 

(2) 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保羅所寫哥林多前書九章，提到傳福音的原則，對於傳福音的態

度，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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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甘心作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

經託付我了。既是這樣，我的賞賜是甚麼呢？就是我傳福音的時候，

叫人不花錢得福音，免得用盡我傳福音的權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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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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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

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

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

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

要救些人。』（林前九 16-22） 

從前某青年弟兄向主的僕人表示將來要作傳道，主的僕人問他：

「你救些人了嗎？」他說：「有」，主的僕人回答他：「那麼你已經是

傳道人」。每個聖徒都是傳道人，我們在那裏生活，那就是我們傳福

音的工場。 

(3) 得時不得時傳福音 

當保羅年老寫信勸勉提摩太時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丶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提後四 2）在此不僅言明他是個抓住機會，盡心傳褔音的人。同時

也顯示他傳道不受時空的限制。 

就着經歷而言，我們作學生的，當抓住機會邀請同學來聽福音，

在家中當把握機會向不信的親友作見證，在街道上、公車上也可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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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褔音單張……；無論如何總是抓住機會，無論何處將基督的救恩

傳揚出去。 

求主使我們愛傳揚主褔音，誠如詩人所經歷的：「我愛傳講主福

音，越傳越覺甘甜；每逢對人來講論，愈講愈覺新鮮。等我進到榮耀

境，所唱之歌必新；雖新，仍是這一生所愛老舊福音。」（聖徒詩歌

593） 

(4) 真道打美好的仗 

保羅晚年將離世之前，發現已有異端侵入教會中，也有些理學出

現來攪擾教會。因此他執筆寫書信，提醒各處教會要謹防異端及理論

學說，並且積極地將福音真道闡明，於是他寫了羅馬書、加拉太書，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同時他又寫信給他的接班人提摩太，一面鼓勵他專心繼承傳揚基

督的使命，另一面囑咐他要持守真道，為真道打美好的仗。「為真道

打美好的仗」意即要忠心傳揚基督。因保羅親身經歷忠心傳揚基督而

遭遇攻擊，甚至受凌辱、迫害之苦楚，所以他勸勉並囑咐提摩太，要

持守真道，為真道打美好的仗。由此亦說明作福音執事的保羅，他是

為真道打美好仗的褔音使者。 

 

（五） 不以性命爲念證明福音 

最後我們還要來看保羅身上之激昂慷慨、可歌可泣的經歷，就是

當他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時說：『現在我往

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裹要遇見甚麼事，但知道聖靈在

各城裹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

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徒廿 22-24）之後，保羅在該撒利亞，先知亞迦布

從猶太下來，預言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將要捆綁保羅，把他交在外邦

人手裏。保羅的同工們和當地的聖徒聽見這話，都流淚勸阻保羅，不

要上耶路撒冷去。其時聖經特地記載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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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願意的。』（徒廿一 13） 

哦！弟兄姊妹，由上述兩段史實，使我們看到保羅不僅為真道打

美好的仗，同時也不以性命為念，在逼迫苦難中傳揚基督，甚至為主

福音被囚禁於監，且在監中傳揚基督，搶救靈魂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但願主在這末世，等候基督再來的時候，在我們中間興起人，如

同使徒保羅那樣自甘卑微，禍褔都不問，赤忠忘生死，不以性命為念

的傳揚基督，福音將被傳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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