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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見証人 
蔡維恩牧師 

前言: 思考教會定義，疫情將經歷復興 
  從五月份疫情急速升溫後政府迅速宣布全台進入三級警戒，宗

教活動一律暫停，教會界面對台灣後從沒面對過的新命題—疫情

下的教會！除了各教會聚會直播系統一一上線之外，小組、門訓

班的課程、教會各種會議都迅速作出調整，大家開始熟悉 Google 

meet、Teams、zoom、line等視訊軟體，教會毫無疑問的經歷了一

次最典型-破壞式創新帶來的大躍進。科技與媒體成為我們信仰上

最不可或缺的助力，上一刻我們可能仍在猶豫線上小組聚會是否

合乎敬虔，這一刻我們為了科技進步帶給我們在信仰追求上的便

利而感謝神!當然每次的創新、改變都包含了一些捨與得，但有了

這次的經驗，或許下次我們在面對教會中的改變時，我們更能在

以真理作核心的前提下，積極擁抱任何可能性，以最大程度地造

就教會與信徒當作首要目標來審視改變中的捨與得。 

新冠疫情襲擊全球，對人們造成從身心靈到民生經濟的巨大

衝擊，對於教會來說，更是前所未有的一大挑戰。當人們不再進

入教會，要如何讓基督肢體仍彼此連結、繼續完成福音大使命？

事實上，每件事的發生都在上帝手中，這是危機也是轉變的時

刻！考驗著基督徒真實的生命光景，我們是否預備好迎向這一波

的挑戰？疫情絕對可以是教會經歷轉變和復興的時刻！讓我們先

重新思考聖經「教會」的意義。 

「教會」在聖經希臘文是 Ekklesia。（太十六 18、太十八 17、

徒二 47）原意是「被召出來的一群人」。在希臘羅馬時代，每當羅

馬帝國征服一個國家，或一個城市，便會從當中選召一些賢德之

人，來輔助政府管理城邦。這些人必須是成年的男性，超過 18歲

而且當過兵。經由這樣的市民來組成的一個團體，帶出治理和管

理城市的功能，類似今天的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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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以上的經文來思想，「教會」跟「會堂」或是「教堂」是

完全兩回事。很多的時候教會跟禮拜堂已經畫上等號，不知不覺

很容易認為教會就是某幢建築物或是聚會的地點，但這是否離了

主原來的心意？耶穌基督在建造祂的教會，但我們是在建造「會

堂」？還是建造「會眾」？ 

目前中國大陸對教會管得很嚴，拆了許多會堂上的十字架，

甚至把會堂整個拆掉。對信徒來講這的確是很大的攻擊跟傷害，

但是沒有了教堂這個建築物，教會就沒有了嗎？再回想文化大革

命時期，基督徒根本不可能在禮拜堂裡面聚會，然而就算那時候

禮拜堂被關，但教會卻仍然還在。共產黨以為把宣教士趕走，把

禮拜堂關了、拆了，聖經燒了，教會就死了嗎？沒有！因為教會

不是有形的禮拜堂，教會是一群基督徒。場地是重要，但是場地

不應該成為基督徒的重擔，彷彿沒有理想的場地，就沒辦法發展

教會的事工，或是沒辦法傳福音。 

初代教會當聖靈澆灌的時候，使徒傳福音，很多人歸主。當

時他們在會堂、在聖殿，也在家裡面聚會，並沒有一間禮拜堂專

門給基督徒聚會；後來受逼迫福音外傳，多人歸主，他們也沒有

先找到合適聚會的地方，但福音就是傳開了。初代教會，信徒在

哥林多的亞居拉、百基拉家裡聚會，他們的家就是一個教會。 

當時聚會的場所，並不會成為信徒的困擾或重擔。但曾幾何

時，我們在發展福音事工的時候，場地卻是很重要的問題。就算

有了場地，接下來為了維持會堂式的聚會，或是福音的事工，產

生許多相關工作，需要投入人力、財力、精力去維持。會堂影響

著教會的運作，好像沒有會堂（或無法聚會時），教會就沒法往

前。 

   基督徒很容易忘記上帝的大使命是走出去，而非待在教會裡。

疫情來襲，迫使我們待在教會以外的生活圈，特別是與家人長時

間相處，然而，家庭也是每個基督徒最重要的禾場之一，同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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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呼召我們帶來改變之處。疫情將我們分散至各地，在主裡的

意思仍然是好的，因此，我們是否抓住傳福音的使命，不論得時

不得時、不論在教會內或外，都作基督的見證人？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是否相信此次疫情過後，將是一場教會復興運動，主幫助

我們調節教會體質，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都要傳福音？ 

2. 教會復興運動，所傳講的福音內容為何？因信稱義與聖靈充滿

的經歷嗎？是「信主得救」到「靠主得勝」自己生命故事的福

音嗎？ 

 

  參考經文：《 羅馬書十章 5-15節 》 

10:5 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 

10:6 惟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去

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 

10:7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裡上來。 

10:8 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裡，在你

心裡。（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 

10: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

救。 

10:10 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10:11 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10:12 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

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0: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

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 

10:15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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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二、經文背景 
   保羅認為，耶穌完成了上帝對亞伯拉罕使萬民得到福氣的應

許；但對以色列人來說，他們認為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他們擁

有上帝的律法；他們亦相信，遵守上帝的律法必能達到義，與上

帝建立適當關係。但歷史證明，以色列人雖擁有上帝的律法，卻

無心遵守；雖然他們擁有聖殿，可藉獻祭表達熱心，歷史仍證明

他們失敗了，因他們在實際生活遠離了上帝的律法。最後，南北

王國都遭滅亡命運。亡國的經驗給以色列人帶來很大的衝擊與反

省；他們雖擁有上帝的律法與上帝的聖殿，但還是亡國了。所

以，人要如何得救？這是保羅所重視的，他認為得救不再依靠律

法，乃是依靠信心（因信稱義） 

  保羅在論說律法時引用申命記三十章 12～14節經文，這是摩西

向以色列人說的一段話。摩西告訴以色列人，上帝的律法不是難

守的，也不是遙不可及的。保羅則把這話運用在耶穌的身上，認

為耶穌就是律法的總結。所以，人要與上帝維持義的關係，不再

只有遵守律法這條路；藉著信靠耶穌，人們可以在上帝面前稱

義。因此保羅接著說：「如果你口裡宣認耶穌為主，心裡信上帝使

他從死裡復活，你就會得救。」而且這樣的福音不只是為了以色

列人，也是為了其他民族，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們得救，並不是因為我們遵守律法的

好行為，乃是上帝的憐憫，只要我們信，就能得救。所以，在基

督裡我們就有平安，我們不必害怕自己哪裡做不好，上帝因此會

丟棄我們。我們也不必做表面功夫，而是能坦然面對自己的不足

與軟弱；因為上帝愛我們，知道我們的不足，祂接納我們，赦免

我們。只要我們相信上帝在耶穌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就能進入這

平安喜樂的國度。接著我們願意從得救的身份，走向聖靈內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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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我，就能經歷三一神的愛（聖靈的代禱、因主而復活、上帝兒

子身份確據）。說出六種形式的讚美。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

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八 31-35）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

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的

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羅八 31-39）。「因信

稱義」十「靠主得勝」（順服聖靈）這就是我們所相信的好消息。 

 

三、啟示: 
（一）因信稱義才是福音 

  稱義是憑著信心求，不是憑著行為求(羅九 30~33)，出於律法的

義與出於信心的義相對立(5~6節)，我們不是靠自己遵守宗教禮

儀，乃是倚靠對主的信心，也不是因行律法而活著，基督徒的信

仰是自由的，是倚靠信心體會主給我們新的力量，因信而得到上

帝大大的幫助，完成律法的要求，神給人律法，不是要人靠自己

去行，人無法靠自己行律法而稱義，因律法的標準非人所能達

到，我們需要的是靠信心來贏過生命每次爭扎。這不是限於初信

時，而是每天基督徒生命爭戰的歷程。 

達祕-「信心給我看見神比我的罪更大，不是我的罪比神更

大。」每次當我們軟弱無法越過困境，求主賜給我們信心，讓我

們贏過罪，看主比罪更大，我們因信稱義到主的面前，所有的罪

祂都會饒恕赦免。 

     因信稱義-在 6~7 兩節，指人不需要登到天上請求基督降世，

也不需要下落陰間叫祂從死裏復活，因為主耶穌已經完成這事，

我們只要單單相信，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相近的時

候求告祂(賽五十五 6)，「因信稱義」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就「正

在你口裏，在你心裏，」不必上天或下地(6~7節)去得，因為它近

在咫尺，輕而易舉的，但這看似簡單的福音路，我們卻要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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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2006.7.23信義會、衛理公會與天主教簽訂「因信稱義聯合聲

明」，在歷史上，基督教與天主教處於對立。因天主教十六世紀有

一個天特會議，對馬丁路德「唯 獨恩典、唯獨信心、唯獨聖經」

的教導提出強烈的譴責，若沒有「因信稱義」的觀念，對天特會

議的譴責可能會有認同，所以由天特會議內容來看，基督教的

「因信稱義」與天主教的「因律法稱義」的核心思考十分不同，

所以「因信稱義聯合聲明」，是天主教向基督教道歉，承認天特會

議的論點是錯誤的，也尊重基督教「因信稱義」特別的看法，這

就是聯合聲明的結論。 

天主教的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 1545-63）：過去錯誤的思考

為: 

◎「若有人說，其中教導罪人唯獨因信稱義，意思是：如要得到

稱義的恩典，並不需要其他東西的合作，而他亦絲毫不需要憑自

己意志的行動，使自己作好預備和部署──讓他受到咒詛。 

◎若有人說，人稱義唯獨是因為基督的義歸在他身上，或唯獨是

因為罪得赦免而須聖靈在他們心中傾注恩典和慈愛，或說我們類

似稱義的恩典純是神的好意──讓他受到咒詛。」  

    可見「因信稱義」在目前無論是基督教或天主教，都是脫去

「律法稱義」的限制了。 

 

（二）「靠主得勝」找到真正的我，才是福音 

      保羅在羅馬書第八章，不只是論述「因信稱義」（目前我們

總以為這一項），另外是新我順服聖靈，靠主得勝。所以福音就是

「因信稱義」十「靠主得勝」（順服聖靈）這就是我們所相信的好

消息。 

正常基督徒成長的生活是建立在聖靈引導上，因為「義人必因

信而生(活)」。(羅一 18)信徒不但是因信稱義罪行得赦免，也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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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脫離罪性捆綁，(羅六 1-14)隨從聖

靈引導，更要因信靠聖靈得生──即活出基督的生命。(羅八 2-4)聖

靈引導的生活，也決定了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哥林多信徒生命停

在嬰孩的光景，是因他們未進入聖靈引導的生活。當信徒的生

命，在基督裏得到更新，羅馬書八章十節與主同死、同活的經

歷，即每日能與基督有活潑的相交，凡事蒙祂引導時，他就有能

力靠聖靈拒絕肉體的引誘和轄制，在靈裏與主交通，靠主而活。

這時，他就是進入「不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這時他

是因信站在「與主同死、同活」的地位和經歷上，就是保羅在加

拉太書第二章所宣告的，因律法就向律法死的經歷。(加二 19-20) 

「當聖靈作『內住的靈』，充滿並管理我們的心和生命，使其成聖

時，祂才能光照並引導。我們研究聖靈引導的意義，必須抓牢這

一點所有的一切意思。只有屬靈的心思，能領會屬靈的事，能接

受聖靈的引導。心思必須變成屬靈，才能領會屬靈的引導。保羅

對哥林多人說，因為他們雖已重生，但仍是屬肉體，在基督裏為

嬰孩的，他就不能把屬靈的真理教導他們。藉著人而來的教導既

都是這樣，就何況聖靈直接的教導！祂藉這直接的教導，引導我

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聖靈的能力是根據人在與基督聯合的程度，即破碎己的程

度。坎伯．摩根在羅馬書第八章說：「成聖的意思就是神的聖靈完

全佔有人的內心。」賓路易師母說：「只要我們每日背十架，破碎

老我，遲早必達到被聖靈充滿的地步。」這是歷代聖徒相同的經

歷。 正常基督徒的生活是隨從聖靈的生活，如同鳥在天空中飛翔

一般的自由，也找到真正的我。因為，內住在信徒裏面的聖靈──

恩膏，必在凡事上教訓他們的，使他們行走在生命中。(約壹二 27) 

    

（三）我們都是福音的見証人 

保羅也勉勵我們，雖然我們得到這好消息、這恩典，但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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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獨享，而要把好消息傳出去。他指出，人要得救，是從聽道而

來，沒有聽到福音，人要如何得救呢？若無人願意受差遣去傳福

音，人們要如何能聽見來相信呢？所以，傳福音是因付出實際的

行動，有心願意為主做工的人受差遣，才能將福音傳出去，才能

使許多人得到福音。所以，保羅讚美那些傳福音的人說：「傳福音

的人，他們的腳蹤多麼佳美！」（十章 15節）而福音是什麼？其

實就是自己的生命故事。一個從老我破碎，經歷到新我自由的神

蹟故事。 

如果當時保羅沒有冒著生命的危險向外邦傳福音，福音就無法

迅速在外邦傳開；最重要的保羅在羅馬書傳達「福音」的內函，

面對羅馬教會的猶太基督徒，表達不是舊約的律法主義，而是

「因信稱義」與「聖靈充滿」的福音。 

初代教會若沒有冒著被羅馬政府迫害的危險，福音便無法向西

方的世界擴展。如果 19世紀許多西方宣教師只求享受耶穌福音的

美好，沒有為福音犧牲受苦的精神，向東方亞洲宣教，福音也不

會傳來台灣。 

要聽道必須傳道(14節；參多一 3；徒二 37），要傳道必須奉派

(15節；參路廿四 46~47），凡對福音滿有負擔的信徒，人生必然美

好，我們每個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我們必須有在人前敢於承認的

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 

台灣一百五十多年前，馬偕博士（北台灣）與馬雅各醫生（南

台灣）來到台灣為主來傳福音，過程實在讓人很感動，他們為了

台灣的福音努力打拼，單單倚靠主，為的就是讓福音在台灣能傳

揚，當年馬偕博士在船上從淡水河口看到觀音山時，他寫下當時

的感受說：「感謝主，這裡就是我的迦南地」，他認定，台灣就是

他宣教的地方，將他的一生奉獻給台灣，各位，我們要讓上帝的

恩典澆灌，願意成為福音的使者。 

如今，我們傳福音只談「我們上帝比你們神明還偉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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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內函與生命故事論述，門訓不足，傳福音就無力。其實我們

要走的路，不只是「因信稱義」的福音，也是聖靈充滿，找到真

正自由的我，「靠主得勝」的福音。這是現代人的福音。 

 

四、自己的感受 
    「不信的人只能看見困難，信的人卻看見在他們和困難之中

神。」 

-戴德生。奧古斯丁-「信心是相信我們所看不見的，信心的報酬，

就是得見我們所相信的。」基督徒是透過信心來稱義，我們要相

信我們所看不到的，上帝就會將那看得見的賜給我們，因為這是

信心的報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因信稱義」的生活，不是倚靠

自己的力量來遵守律法，律法對我們而言只是一種警醒， 「心裏

相信，口裏承認」看似容易的，但做起來是困難的，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願意承認「耶穌是主」嗎？ 

   面對福音-心裏相信，口裏承認「基督是主」。這是猶太人無法

作到，也是基督徒面對的問題，不是禮拜中，而是生活中。（疫情

回應），得救是每天的經歷。（面對魔鬼、罪與死亡）。不是律法主

義。福音的中心是「你的主作王」了，而不是上帝成為我們的

「工具」，我們作王了。福音不是談對我個人有何利益。而是談上

帝邀請我們上帝的國度。（彌賽亞國度，由主掌權的一生）。所以

傳福音不能變成只是個人選擇，傳福音其實就是上帝國度的擴

張。 

 

若我們堅持「因信稱義」「聖靈充滿」「靠主得勝」，我們就能傳福

音，就會有四個突破。（特別教會下半年幸福門訓與小組、福音月

活動） 

⑴ .教會開始更多接觸這個世代 

教會可能需要擅於經營網路的會友，突破地區限制，來牧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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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弟兄姊妹。 

教會無法再一昧維持舊有聚會形式，而是要有勇氣走出舒適圈，

了解並回應這世代的需要。「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誡各

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歌

羅西書一:28） 

⑵  教會要開始擁抱社群媒體 

疫情時代之下，教會要能與社會對話，在社群媒體上發揮影響

力。若這對你的教會是一大挑戰，向上帝尋求恩典吧！祂必將所

需要的資源賜給我們。 

⑶ 教會被迫轉型和創新 

教會被挑戰的，不在只是對經文的了解，和關懷信徒生命的熱

情，更在於持續轉型和發揮創意的事上。以賽亞書四十:12 說，

「誰曾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蒼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塵土，

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用前所未有的眼光看事情、不

要小看自己！ 

⑷  教會被提醒再次專注在大使命上 

有時候，教會被太多活動佔滿，整個安排看起來像是一場大型表

演，而非聚焦在傳福音的工作上。疫情讓教會不得不暫時關起實

體的門，沒有舞台，卻有更多時間專心在真實的生命交流。沒有

實體的教會聚會，每個人卻有更多時間關懷彼此需要，不需要外

在的敷衍或假裝，而更能透過真實的對話、和彼此代禱的時刻，

看見福音的能力在我們的生命中帶下果效！ 

     感謝主，這三個月教會疫情下聚會，我們持續了線上門訓課

程，禱告會、小組訓練。每日活水的早禱。目的就是專注大使

命，完成岡山教會的異象與目標。其實基督的教會，就是一群被

基督選召出來，運用權柄執行主命令的人。我們不僅是進到神的

家，享受主的愛，在基督的心意裡面，我們更要起來，拿起神給

我們的權柄，與祂一起帶下神國的權柄能力，來翻轉這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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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人得釋放，叫執政掌權的、政治界、媒體界、教育界等都要因

此翻轉。 

台灣的教會不能只在會堂裡面，我們需要走出去。我們順服

主的吩咐去傳福音，為人施洗，帶領人作主的門徒，聖靈便與我

們同在，使我們有能力，按著神的心意，帶下神國的權柄能力，

來翻轉各個領域。 

 

五、結論 
  羅十 9「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就必

得救。」我們要時常求告主，透過「因信稱義」體會我們的貧

窮，讓我們的生命得到幫助，基督徒的核心價值就是「因信稱

義」與「順服聖靈」，享受很美的恩典，我們身上是上帝的殿，上

帝的靈住在我們裡頭，”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裡運

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二:13）我們單單倚靠上帝的旨意來

行，就能體會生命無限的開闊，也有無限的力量，求主幫助， 這

個世代唯有以元首基督來建造的教會，能夠更大地彰顯出祂的榮

耀、祂的影響力。求主翻轉我們的思維，讓我們回到 Ekklesia 基

督的心意裡面，使我們所建造的，不是我們所想的教會，而是基

督的教會。讓我們所建造的是能夠帶著主的權柄，翻轉這個世

代、翻轉每個領域的弟兄姊妹。 

 

討論題綱： 

1. 我們如何成為福音的見証人，表達「因信稱義」以及「聖靈充

滿」的經歷？ 

2. 面對現在疫情教會依然在門訓的情況，我能夠做什麼回應教會

宣教上的需要。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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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懇求上帝使教會成為門訓、禱告、宣教的中心。 

2. 懇求上帝使更多的基督徒願意成為福音的工人。 

 

祈禱文： 

親愛的上帝，感謝祢過去差派許多愛祢的宣教師和信仰前輩，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撒下福音的種子，使我有機會聽到福音，享受福

音的福分。今天台灣仍有許多尚未得到福音的人，懇求主幫助

我，使我在福音的事工上，也能盡我一份力量，為主所用。不管

是教會的服事，或是日常的生活，都使我常常記得，我是福音的

使者。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邀請朋友參與教會三堂禮拜，並參與早禱八點（線上）領受每

日活水羅馬書研讀，在上帝的話中得造就。 

2. 在疫情下，積極加入教會的門訓、幸福小組服事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