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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聖靈充滿系列 5-傳福音的見証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梅克爾告別德國政壇」 
    上週 一位受人敬佩的領袖離開政壇，德國在持續 6分鐘的熱烈

掌聲中向梅克爾告別。德國人通過民主選舉她來領導他們，她以

能力、技巧、奉獻精神、正直和真誠領導了 8千萬德國人 18年。

在她 18年的領導生涯中，沒有記錄過她的違規行為。 她沒有任命

任何親戚擔任國務卿。她沒有聲稱自己是榮耀的創造者。 她沒有

賺太多的錢，也沒有人為她的生活喝彩，她沒有得到特許狀和保

證。 

德國人的反應在德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所有的人都走到房子的

陽台上，自發地為她鼓掌，連續鼓掌了六分鐘。德國人站在一

起，向德國領導人告別。 這位化學物理學家不為時尚和燈光所吸

引，也不購買房地產、汽車、遊艇和私人飛機。她在巔峰時期離

開德國後離職了。 她離開了，她的親戚沒有說他們在這個國家擁

有過特權。 18年她沒換過舊衣服。 

梅克爾出生於西德的漢堡市，父親是路德教會牧師，但出生

幾星期後，便因為父親接受教會的差派，全家遷居東德，成長與

求學階段都身處在鐵幕下的東德。從小就接受基督教價值觀成長

的梅克爾，不只多次公開自己的信仰，更積極推動德國國內新舊

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合一對話。 

在一篇德國《南德日報》專訪文章中，梅克爾說到基督信仰

在她的生命中的重要性，雖然她也跟許多信徒一樣難免懷疑過

神，但總是會選擇再次相信，「宗教信仰是我和許多人看待人性

尊嚴的一個基礎。我們看自己為神的創造，這個價值觀帶領我們

的政治行為。因著我的信仰，許多政治決策變得更容易做決

定。」梅克爾也指出人們應該要重新回到上教會的傳統，並擁有

一些基本的聖經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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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因為擁有與人不同之內在生命的「核心價值」，造就

她一生的成就與掌聲。  1982年洛桑會議確定觀念，福音分為「社

會福音與個人福音」。梅克爾在職場的表現，呈現福音核心價

值，見証主名，實際就是在傳福音。也是在行銷一個生命感人的

故事。原來福音就是內在生命，因為信仰的核心價值，產生生命

影響力的喜樂故事。對屬靈基督徒而言，信仰的核心價值，就是

內在生命為「聖靈充滿」呈現的豐富與見証。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八 26-40》    

8:26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

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 

8:27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衣索匹亞（就是古實，見以

賽亞十八章一節）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在衣索匹亞女王甘大

基的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8:28 現在回來，在車上坐著，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8:29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 

8:30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

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8:31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

與他同坐。 

8:32 他所念的那段經，說：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羔在

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8:33 他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他（原文是他的審判被奪

去）；誰能述說他的世代？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 

8:34 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著誰？是指著自己

呢？是指著別人呢？」 

8:35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8:36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哪，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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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我受洗有甚麼妨礙呢？」（有古卷加： 

8:37 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說：「我信

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 

8:38 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裡去，腓利就給他

施洗。 

8:39 從水裡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太監也不再見他了，就

歡歡喜喜地走路。 

8:40 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

音，直到凱撒利亞。 

 

二、經文背景 
《使徒行傳》第六章提到使徒教會的初期，門徒揀選七個工

人來處理 信徒人數漸漸增加後，每天生活供需安排上的繁瑣工

作。第七章中，工 人之一的司提反為主殉道了，從此在耶路撒冷

的教會大遭逼迫，門徒分 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第八章，出

現一位出色的宣道工人，腓利。 腓利也是七位工人當中的一位，

在同工司提反殉道後，避到撒瑪利 亞城。撒瑪利亞人在猶太人的

眼中是「混血」、不純潔，不屑與其來往 的族群，但腓利跨越了

種族的歧視，將基督耶穌的福音傳給了撒瑪利亞 人，並藉著聖靈

的能力，行神蹟、施醫治，讓許多人領受神的道，而福 音所帶來

平安和喜樂也充滿那城（徒八 5-8），福音擴展的消息都傳回 了耶

路撒冷，由此可以想像撒瑪利亞地區的聖工正在蓬勃發展中。 

在今天經文中，描述腓利在聖靈引導下，如何向一位遠從非

洲衣索匹亞而來的太監傳福音的經過。衣索匹亞位於非洲，也就

是在耶路撒冷南方遙遠的地方。聖經沒提到這位太監的名字，只

說他是甘大基女王手下掌管財政的官員，他到耶路撒冷敬拜上

帝，正走在耶路撒冷往迦薩的路途，要回衣索匹亞的路上。這條

路經過曠野，但在炎熱的曠野，他仍在車上專心看以賽亞書。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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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的描述，我們可以判斷，這位太監可能是一位皈依猶太

教的外邦人；腓利接受天使的指示，向曠野的路走去。撒馬利亞

位於猶大的北部，所以腓利要走到這條通往迦薩的路，要走很

遠。但是腓利毫不懷疑，馬上動身前往。在路中，腓利就遇到這

位太監的座車。聖靈又告訴腓利，靠近那車子；據聖經描述，腓

利馬上跑過去。在此，我們看到腓利順服聖靈的引導和積極的態

度。 

衣索比亞是一個具有悠久和豐富的基督宗教傳統的國家，早

期基督教從公元 1世紀開始就已經在衣索比亞北部和中部傳播

了。現在全國人口中 62.8%信仰基督教。 

 

三、啟示: 
（一）因聖靈在逆境傳福音 

        腓利是耶路撒冷教會中的弟兄，被選出來七位管飯食執事中

的一位(徒六:5)。他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徒六:3)，他

分擔教會的事務，讓使徒可以專心祈禱、傳道(徒六:4)。他樂於事

奉，服事教會弟兄姊妹，幫助使徒，神就使他有像使徒一樣服事

的機會，和事奉的能力(太十:41)。最重要的是他    遵行主的使

命：傳福音也是耶穌給每一個門徒的命令，只要得著聖靈，就能

為耶穌作見證(徒一:8)。無論得時或不得時，基督徒總要傳道(提後

四:2)。腓利順服主的命令，便到撒馬利亞，以神蹟奇事見證神的

道，帶領多人受洗歸主。 

    為何在司提反殉道，教會開始被迫害時，腓利仍依然執著在逆

境中要傳福音？從外人來看不僅是冒險，而且是沒必要（因為耶

路撒冷教會無法正常運作）。但為何腓利仍充滿熱情，在逆境中

傳福音。 

「熱情」的英文是 Passion，這個字的原意是「耶穌受難」的意

思，帶有強烈「殉道精神」的含意。乍聽之下很奇怪，但仔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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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這個社會上真正投入自己熱情事業的人，他們每天的所作所

為往往不是輕鬆愉悅的，而是充滿著壓力甚至痛苦：一天工作 18

小時的企業家、日日苦練從不間斷的職業運動員、音樂家、投身

疾病研究的學者......既然辛苦為什麼還要做呢？因為他們從工作中

找到了意義，找到了自己之所以存在的價值。看不到燈塔的水

手，只覺得自己在划船；而凝望燈塔的水手，感受到自己在逼近

目標。 

找到工作（服事）熱情的人，看的不是今天上班辛不辛苦，

賺的薪水值不值得自己的付出，他們雙眼凝視的是一個更遠方的

目標：為了達成某種生涯成就，或是成為心中想成為的那個人，

也就是為了「心像（心理圖像）」而持續付出。即我們基督徒為

「天國價值」目標，受「聖靈充滿」趨動，不得不傳福音。如同

保羅在羅馬書一章「13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

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

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14 無論是希臘人、化外人、聰明

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 15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

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 

 

（二）順服在曠野傳福音 

        八章 26節說，有天使出現，要腓利下到迦薩。迦薩是猶太省

南部靠海的城市，是通往非洲的要道，距離腓利所在的撒瑪利亞

城大約一百公里遠，走路最少需要三天的行程，而且那地是曠

野。接著，27節簡單的描寫「腓利就起身去了」。這個起身的動

作非常不簡單，我們知道當下的撒瑪利亞地區，一定有很多正在

進行，或是將要進行的聖工擺在腓利面前，但卻要他離開這裡，

去一個曠野偏遠地區，而且不清楚是去做什麼。 

     也許腓利不必像舊約中的約拿那樣，對 神的指示堅定拒絕，甚

至逃避主面遠走他鄉，但如果像新約中的門徒亞拿尼亞，在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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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主差遣去為掃羅按手時，忍不住向主 提出自己心中的質

疑……，似乎也都無可 厚非，情有可原的反應（徒九 10-14）。但 

是，此時我們只看到一位傳道工人的安靜順 服，而且沒有遲延的

就動身出發了。 接下來腓利為我們示範了一場成功的個 人佈道

（徒八 27-40）。腓利聽到太監的朗讀，主動向太監開口 的第一句

話不是寒暄問安，而是針對真理直 接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

白嗎？」對於 一個渴慕神話語的人而言，這句話太震撼、 太有吸

引力了！於是，太監一點也不介意自 己的身分，和「來者何人」

的猜疑，就謙虛 地請腓利上車，並向腓利提出他的疑問（徒 八

29-31）。於是，腓利就 從這段經文，傳講起耶穌的福音，真是完

美 的宣道切入點！腓利把握機會，把耶穌基督福音闡明清楚外，

也把真正有功效的赦罪之洗禮教導給太監，所以當太監看 到有水

的地方時，一點都不耽延的主動要求受洗（徒八 32-38）。 

    「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

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

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結書

三十六：26-27）。順服聖靈的帶領，是生命的功課，因為有新的

心與新的靈，也是「逆轉勝」的關鍵。 

 

（三）享受生命故事影響的喜樂 

      最後，太監歡歡喜喜上路，因為他領受了有盼望的生命福音。

返國後，以 太監的身分地位，必然有相當的影響力，把基督教福

音傳揚在非洲這嶄新的區域。 

傳福音也是保羅一生的志向與目標，更是主耶穌所交付給歷世

歷代基督徒的使命。保羅因著傳福音遭遇許多的困難與患難，甚

至被一些特定的猶太人族群所抓拿，還設想暗殺保羅。直到保羅

被押解到羅馬被監管、管轄，而保羅寫下腓立比書時，正是在失

去自由、遭羅馬兵丁所監視、管轄這樣的環境中。雖然如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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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並沒有停止他傳福音的工作，繼續對來拜訪他的人傳福音，對

監視他的兵丁傳福音。可以看出來保羅對傳福音這件事情的執著

與熱情，保羅也清楚的表明，基督的福音被傳開來，他就歡喜、

滿心喜樂。 

  一個傳福音的人是一個喜樂的人，每當我們傳福音，看見聖靈感

動人受洗歸入基督時，心裡面實在有無法言諭的滿足與喜樂，保

羅是如此，我們也是如此，相信這也是保羅與腓利喜樂的原因之

一。 

 

四、自己的感受 
     目前社會商業注重故事行銷 (Story Marketing) 顧名思義就是透

過「說故事」的方式，來傳遞一份訊息，並且在過程中連結聽眾

的人生體驗，在心中產生共鳴與感動，最後接受了故事所傳達的

意見。通過文字、影片等許多管道，都可以體現故事行銷的本

質，讓品牌對大眾說故事。大多數的人都喜歡聽故事而非大道

理，有感情的故事更能吸引消費者目光。越來越多企業體認到說

故事的重要性，在傳遞給消費者的故事中融入品牌理念，最終說

服消費者做出企業預期的行為。當品牌擁有良好的故事行銷時，

商品或服務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也會翻倍成長。 

他們使用的技巧就是「靶心人公式」= 1.目標 → 2. 阻礙 → 3. 努力 

→ 4. 結果 → 5. 意外 → 6. 轉彎 → 7. 結局。 

其實我們傳福音基本的公式就是「領受聖靈充滿」→「順服

聖靈帶領」→經歷「逆轉勝」的收穫與喜樂=自己的生命故事。每

個階段我們都是宣揚的生命故事，不是只講信主前後的生命改變

故事，也講自己經歷聖靈的生命故事、聖經領受的生命啟示，這

都是「故事行銷」的內容。所以，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說

我已經得著了，而是要常常謙卑來學習。所謂謙卑學習，並非指

我們凡事都看自己是卑微的，不敢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意見，而是



8 
 

當我們發表意見時，能存謙卑的心，願意聽聽別人不同的聲音，

這樣我們才能從聖靈那裡領受受教的喜悅。就像這位太監一樣，

他明白之後，就樂意接受洗禮，體驗成為一位新造的人的喜樂。

希望我們在謙卑受教當中，時時體驗生命更新所帶來的喜樂與感

動。 

        傳福音喜樂服事的秘訣，是因為這是自己的「生命成長的故

事」。也是聖靈充滿後見証神蹟的故事。既然如此，為何有些事

奉者會倦怠、逃避，重擔，甚至跌倒呢？就像以利亞大戰巴力眾

先知，大大得勝，卻落得落荒而逃。服事者要能喜樂服事，一定

需要特別留意： 

1)    牢記事工、羊群、小組、教會都是神的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

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林前

三:6-7) 

所有的服事是神家裡的事，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參予祂的計畫，

並分享其中的喜悅。神家裡是耶穌作主，祂不動工，我們做什麼

都沒用。 

 2)    謹防彌賽亞情結 (我一定要解決問題)、以利亞情結 (只有我可

以做)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

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羅十一:3-4) 

把人帶到神的面前，而非自己的面前。不要有彌賽亞情結，以

為我一定得解決問題，只有我可以幫助人，但真正幫助人的是

神。也不要有以利亞情結，把所有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肩上，要學

習分工。神不止興起以利亞，也為自己留下七千不向巴力屈膝的

人。有這種情結的人，不是常自責，就是常自憐，要不就被重擔

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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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是出於自己的私心，乃要尋求神的心意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

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

不許。(徒十六:6-7)     服事是順服神的呼召，而非回應人的期待(外

在壓力)，也不是出於自己的渴望。如果是出於自己的，就要面臨

能力夠不夠，別人願不願幫忙，大環境允不允許的問題。但如果

是出於神，這些困難祂都會搞定，祂必會給智慧、勇氣，能力、

恩典、恩膏，提供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如何去分辨是否是出

於神？只要檢視一下：我是渴望看到自己的事工被建立，得讚

賞，還是渴望看見人因耶穌得幫助，並認識神的愛與憐憫？神是

否有給我清楚的呼召和感動？神的百姓是否在其中被成全？祂的

國有沒有得以擴張？ 

4)    不憑著肉體服事，而是要倚靠聖靈 (超自然)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靈方能成事。(撒四:6b)約櫃是放在聖殿裡(心上)，而不是一直扛在

肩上。人再努力，若沒有神的工作就是費時間、花力氣、效果也

不彰。聖靈的感動、啟示、恩賜、能力，使我們可以不憑血氣肉

體人意，而有超自然的服事。服事所需要的愛與溫柔，也是從神

而來。若倚靠神，服事應該是榮耀、喜樂、輕省的。不要勉強、

不要作難，藉著禱告與神同工，事情就輕省。 

5) 看重與神的關係勝過服事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

面、也是這樣。 (約十五:4)    這是服事者很容易犯的一個錯誤。服

事久了，不知不覺就把焦點放在事情上，而非神的身上。服事的

意義不是在做事，而是在與主的關係，與祂同行、與他同工。祂

才是一切智慧、能力、恩典、愛的源頭。一個真正懂得服事意義

的人，會知道我們倚靠的甚至不是禱告、探訪、傳福音，而是不

斷地與主連結，倚靠祂的恩惠、恩寵，枝子連在葡萄樹上，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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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省的多結果子。 

 

這一切的秘訣是甚麼呢？腓利是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徒六 3）。 

接受我們，主啊，真的接受我們， 

理智和靈魂，心靈和意志！ 

倒空我們，徹底潔淨我們， 

然後以你一切的豐富充滿我們。 

 

五、結論 
   所以，如果一個願意服事神的人，願意花時間在神前面侍立，聆

聽祂的聲音，遵從祂的帶領，並且倚靠祂的智慧，帶出來的果效

是一種「不流汗」的服事。 

真正在至聖所服事的人是很輕省的，因為聽見神的聲音，是一種

「不流汗」的服事。在他的心中沒有太多自己的想法、看法與執

著，僅僅聽從神的聲音，走在神的時間表與計畫中，做神要他做

的事情。他需要做的，就是留意聆聽神的聲音，並觀看祂奇妙的

作為。但願所有蒙主徵召、被主揀選服事的同工們，都能學會在

聖靈的恩膏泉源中，輕省的服事傳福音，說自己生命成長的喜樂

故事。 

 

 

討論題綱： 

1. 為何我們有「傳福音」的異象與熱情？ 

2. 福音的能力帶來的改變，對社會、國家應該是正面的，為什麼

會受到阻擋？ 

3. 我們教會的目標是「干人聚會」，如何傳福音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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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為在信仰不自由地區、國家的人民和宣教師禱告。 

2. 為基督徒能夠勇敢站出來，將基督信仰在生活中見證出來。 

祈禱文： 

親愛的聖靈上帝！福音因為祢的引導而不斷開拓。求祢彰顯能

力，讓我們廣傳福音，讓福音的能力蔭庇每一位信靠主名的人，

也遮蓋罪惡，讓所有人都同得福音的好處。奉耶穌基督聖名求，

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在生活中的哪些事，上帝要我們學習順服的功課？ 

2. 熱心參與教會的禱告會、門訓課程，以謙卑的心，領受聖經的

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