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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 
蔡維恩牧師 

前言: 「21世紀教會成長學：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
新異象」 
         上個月我們教會同工參與二件重要事工，一個花蓮的砂卡礑

教會的短宣隊以及上週在真福山參加「21世紀教會成長學營會」，

兩件事對同工與教會發展都有重要的指針。短宣隊帶出滿滿的恩典

與感動，透由同工見証，可見上帝的作為預定我們要經歷主的榮

耀。而「21世紀教會成長學營會」，帶出教會發展新的方向與目

標。 

營會中使用的是提摩太‧凱勒這本《21世紀教會成長學》，正是

嘗試在紛亂與極端的時代，為教會指出下一個階段成長與前進方

向。他發現，社會上走極端的傾向，也同樣侵蝕了教會，今天的教

會，不是太抗拒文化，就是被文化牽著跑；不是太宗教，就是太世

俗；不是過度僵化，就是太有彈性而沒有原則。這種極端的教會觀

點，雖然可能帶來一時的復興，時日一久卻會發現，當中的問題依

然層出不窮，復興難以持續。 

   為了擺脫極端，步上正軌，凱勒牧師提出了「中心教會」的神

學異象，他以「福音．城市．運動」作為三個支點，分別回應「宗

教 vs世俗」、「抗拒文化 vs被文化同化」、「體制僵化 vs彈性失序」

這三個困擾著二十一世紀信徒的大問題。成效如何？從凱勒牧師能

夠在紐約這個全世界最世俗化的地方，成功開拓出每週都有數千人

來聚會的「救贖主長老教會」，以及透過「救贖主城市宣教網」，協

助全球各地城市建立了數百間以福音為中心的教會，我們可以知

道，「中心教會」的神學異象確實是今日普世教會需要的幫助。 

 

  在這個越來越多人意識到「永續經營」的年代，《21世紀教會

成長學》無疑為過去數十年全球教會發展提出了一個嶄新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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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神學反思與敏銳的文化詮釋，幫助每一個關心基督教會的肢

體，錘鍊出合乎自身處境的獨特事工，忠心又有智慧地服事神所託

付他們的城市與群體，讓教會的復興之火，不再只是暫時的，而是

可以不斷持續下去。 

聖經所說，如同奧運選手，向著標竿直跑，不是得到人面前冠

軍的獎賞，而是得到來到上帝的公義冠冕（提後四 7-8）。這場賽

跑，卻不是靠著「堅強的意志力」而是靠著「上帝的恩典」。相信

主是我們「生命教練」不斷地饒恕我們錯誤與無知，與主立約，讓

「聖靈充滿」來生命翻轉，作真正的自己。才能發揮生命的潛力與

影響力，為主作見証。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場福音的見証，見証聖靈作為，不是見証

老我生命。所以福音的賽跑，就是一場「被主使用的器皿」。如同

保羅的見証一樣，驚人的影響力（如同主耶穌的 12個門徒多位漁

夫竟然改變全世界）。原因就是清楚，保羅一生就是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他來得的獎賞。（腓三 14）找到

自己人生角色與定位，就得真正自由，一生專注於脫離猶太人律法

主義的拘束以及趕越外邦人自由放任的世俗文化，傳揚主十字架的

福音，所以不以福音為恥，見証福音的大能。 

 

一、思考的焦點.  

1、在我們人生的舞台中，是否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能真正

自由成為福音的見証？ 

2、是否因著聖靈，真正作自己不以福音為恥，見証了福音的大

能？ 

 

參考經文：《 羅馬書一:16-25》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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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

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1:18 原來， 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

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 神已經

給他們顯明。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

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1: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

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1:22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 

1:23 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

走獸、昆蟲的樣式。 

1:24 所以， 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

辱自己的身體。 

1:25 他們將 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二、經文背景 
            保羅寫羅馬書的目的就是爲了調和羅馬教會內的兩派信者之

間的信仰矛盾。羅馬書的主題是“義人必因信得生(1:17)”，即“因信

稱義”，在此看來保羅寫羅馬書的目的也是顯然的。我們可以認爲

在那時受到猶大主義的影響而主張律法行爲的錯誤時代，堅定教導

人們只有因著信才能得救的福音信仰，就是寫羅馬書的目的。這個

背景，我們要特別注意，否則你看羅馬書會誤解保羅只反對「律法

主義」，其實他也反對「自由放任」主義（這也從他在哥林多教會

牧會論述可看見）。當時外邦人因為太自由，最後因罪失去了自

由。猶太人則因堅守律法主義，最後也是知罪無法勝罪，而失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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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羅表達，真正的信仰一方面不是「自由放任」個人主義，也

不是「律法主義」，而是我們遵循將信徒「從罪和死的律」中釋

放，領受「在基督耶穌裏賜生命聖靈的律」（羅八:1-2）體貼聖靈

的，乃是生命、平安。（羅八:6）。體貼聖靈表示在所有情況中尋求

帶來更豐盛生命的行動。所以「聖靈」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 

    

三、啟示: 
（一）因著聖靈帶領，不會以福音為恥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一 16） 

使徒行傳 9章提到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蒙主呼召。後保羅蒙召

成為使徒，就如他在羅馬書一章 1節所說：「我是基督耶穌的僕人

保羅；上帝選召我作使徒，特派我傳祂的福音。」所以，保羅縱使

知道會因為主的緣故遭受種種苦難（參使徒行傳九章 16節），卻仍

繼續傳福音，面對攻擊審判說「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

天上來的異象。」（徒二十六 19） 

「我不以福音為恥」是保羅對全世界的宣告。回顧保羅的過

去，福音在哪裡被傳揚，它就在那裡遭到逼迫或敵視，保羅曾被監

禁於腓立比；被趕出帖撒羅尼迦；在大馬士革有人用筐子把他從城

牆上墜下來，幫他逃亡；在路司得被石頭打昏又被當作死人丟棄；

在雅典被人嘲笑；在哥林多被人視為一個傻瓜；在耶路撒冷被指責

為褻瀆神的人。保羅整個傳道的歷程中都帶著為福音受苦的印記，

但他仍然以福音為榮，並沒有因為逼迫和敵視而退縮，這應當鼓舞

那些羅馬的基督徒，勉勵他們不以福音為恥，使他們能夠在試煉中

站立得穩。為什麼他能夠如此勇敢？因為他清楚「異象」，經歷聖

靈充滿，找到真正的自己，所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不在乎任何攻擊

與困難。這也應當同樣鼓舞我們。 

保羅特別強調他對著有著文化的希臘人，或者是沒有文化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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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或者是有知識聰明的聰明人，或是沒有知識聰明的愚拙人，

他都有著極深的負擔，就是把福音傳給這些人。因為這些人無論是

有沒有文化或聰不聰明，他們都需要耶穌基督的福音。為何如此？

因為保羅相信，他們都能發揮如同保羅一樣，生命潛力被開發，突

破老我的限制，找到上帝的命定與福氣。 

而羅馬教會是充滿著有文化知識的地方，也是保羅要傳福音到

的地方。這就使得保羅更進一步地宣告：「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

音本是神的大能。」這裡經文中的「恥」在原文是動詞，指的是看

為羞恥、慚愧的意思，而在原文有著覺得不新鮮、太老舊而感到可

恥的意思。保羅不認為他所傳的福音是可恥的或是感到慚愧的，或

是覺得老舊不新鮮的。因為猶太人在當時是羅馬帝國當中的二等公

民，也是一般羅馬人會歧視的，保羅不認為他所傳的福音是可恥

的，反倒是充滿著極大的榮耀。 

    但令人吃驚的是保羅無論是從過去眼光來看失敗者，但上帝

眼光的眼光是勝利者。保羅就世人來看，為何是個失敗者。因⑴身

為法利賽人背叛成為基督徒（自打嘴巴）保羅從殺害司提反的共犯

變成宣教師，從迫害基督徒的人變成使徒，⑵雖是羅馬公民，卻是

猶太人身份，被外邦人瞧不起⑶基督教被視為非法，在耶路撒冷已

被官方取締。（主耶穌被釘死於十字架）。 

所以福音見証什麼？我們看到保羅的生命，死而復活，不以福

音為恥，雖然自己的現實情形不佳，準備可能隨時被關。（無金

錢，名利、追隨者）。但是只剩下「聖靈」。就能經歷生命的翻轉與

受苦的「逆轉勝，這是保羅生命故事的見証，保羅是「為異象而

活」帶出驚人的效果。原來傳福音就是在講「自己的生命故事」，

若是如此，當然不是以福音為恥。 

 

（二）經歷天父的愛，彰顯福音大能 

     「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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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羅一 17） 

保羅蒙召成為使徒，不是故事的終結，而是故事的開始。藉著

這樣的轉變，在日常生活中見證基督，使福音落實。保羅就宣告著

福音本是主的大能，這裡經文中的「大能」是爆炸力、動力的意

思，這大能是有爆炸力，能夠破碎人和改變人的心。保羅自己本身

就大大經歷到這福音的爆炸力，破碎了他過去對耶穌剛硬的心，使

他完全降服於大能的耶穌面前，而這爆炸力就是讓耶穌從死裡復活

的爆炸力。因此保羅所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是一套學說理論，

這福音是一種充滿著像炸彈爆炸力的能力。因為福音本身是能力，

所以能力是能夠被所有不同的人感受到，無論有沒有文化、聰不聰

明的人都能夠感受到炸彈本身的爆炸力，因此保羅才會認為無論是

什麼人他都可以傳福音給他們，因為他們無論本身是什麼狀態，都

可以感受到這福音的爆炸力。 

這就是為何羅馬教會在初代教會時，位處於高度文化與高度自

由的羅馬帝國，竟然可以吸引外邦人進入教會。羅馬教會不是保羅

設立的，直到寫信時，保羅還未曾到過羅馬。(羅馬書一：13 - 15; 

十五：22 - 24) 那麼羅馬教會是由誰建立的呢？ 很可能是  五旬節時

聖徒創立。五旬節時，彼得在耶路撒冷講道，有些從羅馬來的人信

了，就把福音帶回羅馬去，慢慢在那裡成立了羅馬教會。也有可能

是 分散的信徒組成。初期教會常遭逼迫，信徒到處流離，有些先

後到了羅馬，後來他們就組成了羅馬教會。為何外邦人被吸引到羅

馬教會中，是因為「福音的大能」，在教會中彼此相愛，男女平

等，主僕相和。福音大能突破了階級與身份的限級。 

所以不是靠智慧（希臘人），也不是靠律法（猶太人），單單因

為相信。如同保羅的轉化，如同彼得的轉化，如同奧古斯丁的轉

化，以及你我因耶穌基督的名信服真道而生命轉化，我們都同證耶

穌基督福音的大能。我們都是救恩故事的開始，傳福音，就是告訴

世人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這故事是耶穌基督如何改變我，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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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永遠是耶穌基督。 

保羅引用了哈巴谷書二章 4節：“義人必因信得生”。這不是保

羅自己的發明，不是他的邏輯推論，這是聖經的啟示。而這啟示在

整個舊新約聖經中都是一致的，從古到今都是神拯救罪人的方式。

正是保羅在羅馬書一章 17節所引用的這節經文，徹底翻轉了馬丁·

路德，使他經歷了在耶穌基督裡得救的信心。這節經文引發了以

“唯獨信心”為口號的新教改革：惟獨信心！不是倚靠行律法；惟獨

信心！不是倚靠順服教皇；惟獨信心！不是倚靠人的義；惟獨信

心！不是倚靠禮儀；惟獨信心！不是倚靠善行；惟獨信心！不是倚

靠聖禮；惟獨信心！不是倚靠懺悔、苦行或施捨；惟獨信心！不能

加上什麼，也不能減去什麼！信心不是相信自己，信心是接受神藉

著基督所賜給我們的義。當我們這樣相信的時候，神就宣告我們的

罪已經在基督裡被塗抹並挪去了，基督已將他自己的義歸給了我

們。 

 

（三）面對自義與偶像的生命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 神，卻不當作 神榮耀他，也不感謝

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稱為聰明，反

成了愚拙」（羅一 21-22） 

     當時的羅馬受到希臘的人本主義、合理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的

影響，倫理道德敗壞，肉身主義和物質主義支配著社會。羅馬充滿

了「自由的氣習」。追求智慧，卻也是拜偶像十分嚴重的都市。當

時外邦人因為太自由，最後因罪失去了自由。無法用意志力與哲學

勝過罪的綑綁。 

      拜偶像的第一樣罪是未將榮耀歸給神。罪的意思不只是道德的

敗壞，而且是信仰上的錯誤。就如一個人違犯國家律法固然是罪，

但若根本否認國家主權的管轄權，這當然比一般犯法的罪更大了。

這是上帝國的觀念。 



8 
 

 拜偶像的第二樣罪是將榮耀歸給假神，就如人民否認其合法政府

的權力，反而承認非法的政治權力，當然是有罪了。人會將榮耀歸

給偶像是因為： 

  A.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其實偶像的產

生，就是人類思念變為虛妄與無知的結果，既不肯放棄罪惡，又想

得着福佑，於是為自己製造出可以安慰自己，聽憑自己主使的偶像

來。所以偶像實為虛妄意念之產物。（自己成為主宰，其他偶像成

為工具） 

  B. “自以為聰明，反成了愚拙”：人會將榮耀歸給偶像的另一個

原因是自以為聰明。以為神既然是看不見的，便憑自己的構想，造

出一些看得見的偶像，代表那看不見的神，可以更容易敬拜神；結

果，反而把那非受造且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成必朽壞的人和飛

禽走獸昆蟲的樣式。（所以生命的問題焦點不放在罪，因此生命就

缺乏翻轉的可能性。） 

十八世紀極負盛名的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 

A.D.），寫了一本史學巨著，就是有名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這

本書中，他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發展，說明基督教在當

時文化轉變中的重要性。吉朋本人雖對基督教相當敵視，然而在討

論基督教的擴展時，也不能不驚嘆初期教會的生命力是多麼強勁。

他認為教會之所以能成功地將福音傳開，有五個主要的原因：第

一，基督徒對於他們所信的有一種極度的狂熱。特別開放心傳福音

於外邦人。第二個原因，是由於基督徒對主耶穌再來的等待，極度

的懇切。所以對一切人間苦難都能堅忍。第三個原因，他們仰賴聖

靈的能力，在世人當中行神跡奇事。第四個原因，初期的基督徒要

求自己過著極度聖潔嚴謹的生活。 

第五個原因，便是基督徒相愛的團契生活，對未信的人真是很大的

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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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己的感受 
       此次黃國倫牧師的分享（夫妻、父子、祖孫）的真實分享，令

人感動（回到以福音為中心的思考），並透由給每個人的預言，看

到上帝的命定。 

  福音是我們需要的提醒。 這是需要被重複的事情。 為什麼有人

會提醒我們一些事情？ 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幫助我們。 這是我們可

能忘記或傾向於忘記的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 甚至長期信徒也可

以忘記福音，而以工作代替福音。 我們有時會根據我們對上帝的

遵守程度來衡量自己的信仰。 其他時候，我們忽略了福音的教

導，這福音教導我們擺脫了罪惡，不再應該生活在罪惡之中。 我

們需要被提醒。 

 

福音被宣講–福音對我們來說並非自然的。 不接受福音是我們的天

性本質。 在許多方面這都是非自然的，因為它取決於恩典。 一方

面，我們的表現好像上帝對我們的待遇是我們應得的，或是我們可

以挣得的。 其他人知道他們不配得到，也不相信上帝會對我們如

此憐憫。 是以宣講和教導福音是必須的。 上帝可以使用天使，異

象和奇蹟。  

 

僅僅聽到福音是不夠的。 僅頭腦心知道福音是不夠的。 有很多人

可以說和解釋福音。 它必須也被接收。 必須被領受。 福音告訴我

們我們是誰。 我們是罪人。 它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救恩。 它告訴我

們，我們不配得到它。 它也告訴我們，儘管我們如此糟糕不配良

善，然而上帝仍給了我們我們不配得到的。這必須被收到。 必須

被相信。 

 

「福音是對自己講的」。我們必須繼續挺立並堅持下去–福音的信息

啟示是沒有畢業的。 這是我們擁有可以支持我們經過生命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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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 這信息不僅是給外邦人或非基督徒的。 那些識得福音並

珍惜福音的人也必須繼續堅守下去。 我們比我們更願意自我承認

的，我們依賴自己的能力，聰明才智或良善。 或者，另一面，我

們陷入絕望思維以為沒有人會愛我們。 相反，我們能依靠的將僅

是上帝的恩典。 它破入我們罪惡的最黑暗的深處，從而帶來安

慰，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經來並為我們的罪而死。 

 

       「自律等於自由」？我們是否以「福音為恥」？我們是否渴望

得著「真正自由」？「真正作自己」。如同「主就是那靈，主的靈

在哪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後書三:17 

因此當我們進入自由的主題時，不會很具體談到任何可能的掙扎，

不論是罪的轄制，或者是一些誘惑和癮頭。越是定睛於那些纏累生

命的罪或轄制，它就越主導你的人生。當我們把焦點放在正確的東

西上，排對優先次序時，你會發現綑綁、攪擾、纏擾的事物，自然

會從生命當中脫落。我們認為基督徒，要讀經、禱告、靈修，也要

參加崇拜和小組、委身在教會、傳福音和服事，因為跟神交通是每

一個基督徒必要的義務，可是我們似乎都靠意志力和努力履行基督

徒的好行為。但自由，不是我們更努力、更認真就可以得到。自由

是一個新的生命－「當我們走在自由裡，要經歷真實的改變。」 

        所以關鍵在於我們認識自己是「毫無能力，毫無智慧，毫無辦

法」能夠改變自己時。就「不以福音為恥」，清楚聖靈的作為，我

們將會真正作自己，得到屬靈的自由。 

「改變的五個層次圖」。這五種層次有一種特性，當你先改變上面

的層次時，下面的層次自然就能改善。 

1、第一個層次也是最低的層次－環境 

喜樂和自由不是來自身處的環境。因此，通常環境的改變，並不會

帶給你真的自由。我們總有一個迷思：如果可以改變外在環境，就

可以真正的自由，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然而，我們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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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正的問題不在環境。一旦環境改變，自己卻沒變，同樣的問

題將在新環境重蹈覆轍。 

 

2、第二個層次－行為 

仇敵的控告和定罪成為攻擊神百姓最主要的工具。當仇敵將標籤貼

在人身上，人的行為開始影響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之後便覺得自己

是一個很糟糕的人。 

我們嘗試改變自己的行為，是因為覺得某種行為或習慣使生命受損

或受轄制。我們大部分透過意志力改變自己，過了不久便發現意志

力其實很有限。要透過說服自己的思想來改變有問題的行為是不太

可能的，通常可以帶來的改變也都不是自己最想要的。行為改變，

並沒有解決真正的核心問題。 

 

3、第三個層次－能力 

能力其實是生命當中一個關乎自己能力的認知，告訴自己可以和

不能做的事情。這不是一個真實的能力，而是自己認知所告訴自己

的。所以自己的學經歷，就會自動限制自己的能力與範圍了。當人

們想要改變時，裡面有一個恆溫器已經設定好自己可以做的改變，

即使渴望改變的事物很多，認知總會否定自己。 

 

4、第四個層次－信念 

個性與信念主宰了命運，有些人堅持為何要改變？老我為何不好？

是別人適應我，不是我去適應別人，我年紀老了，也不必改變了等

等。在成長過程背景當中，有兩個信念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核心

信念是我們對神的看法，另一個是，知道自己是誰。仇敵一旦扭曲

神在人心中的形象，人就不能接受神創造人的價值，也沒辦法從造

物主那裏了解自我價值，只能從周圍的人事物和環境定位自己的價

值。（我就是個性習慣如此，無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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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五個層次－身份 

若我們清楚每個人有兩種身份，一個「老我的身分」，一個是「新

我的身份」，若是老我不必改變，一切都不用說。就不可能談到

「破碎老我，聖靈充滿的新我」。 

當耶穌在人的生命裡，祂改變人的性情和身份。你的身份會決定你

是誰。有一種改變是身份轉換，擁有一個新的身份。這個改變是從

我們接受耶穌成為生命的救主開始。對基督徒來講，最熟悉的一個

議題，應該是罪的問題。如果人對罪有一個錯誤的定義，那麼所得

著的恩典是不完全的。罪不只是行為，罪是與神隔絕、失喪。面對

貧瘠光景，人們開始尋找讓自己感覺活過來的事物，使生活不再索

然無味，過程中產生的罪行，不過是外在結出的果子，因此死亡成

為我們的身份。 

當耶穌在人的生命裡，祂改變人的性情和身份。當我們重生得救

時，就擁有一個新的身分。全新的身分，不代表不會經歷過去的誘

惑、試探，但那些誘惑、試探只是患肢症候群。它在吸引人過去的

罪性，使人認為自己仍有犯罪的傾向和慾望。事實上慾望和傾向已

不復存，因為在基督徒裡面的是神的性情，需要的只是更多時間來

重整，透過讀經、禱告與敬拜，大腦重新修整思想、整理核心信

念。 

當你開始認同新身分後，就可以進入新的信念，發現信念開始影響

自己的能力，因此我們能像保羅一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行為開始跟著自己的能力改變，而當行為開始改變

的時候，並不是刻意，而是活出上帝所創造的自己，改變不再只是

靠著意志力硬撐，此時你就進入真正的自由！這就福音的大能。 

 

遠在第一世紀，使徒保羅就說：「我不以福音為恥。」不料直

到 21世紀的今天，竟有人仍把福音看為可恥的。為什麼？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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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覺得這福音太陳舊了，不夠新鮮，不能適應環境，不能配合時

代，認為今天已進入太空時代，若還在傳講「寶血」「十架」等古

老陳舊的道理，真是跟不上時代。然而保羅卻說，他並不以這個老

舊的福音為恥，他所要傳的就是這個福音。因為這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不是人的學問，不是人的道德，不是人的修養，也不是人的理

論，乃是神的大能。即使全世界都與保羅作對，他仍以這救恩之道

為榮。 

 

求主開啟我屬靈的眼睛，帶領我回到我們真實的生命當中看

見，如今我們在這世上跟隨著耶穌，無論我們走進家中、職場、教

會，我們也應該不以福音為恥，而是相信福音是主爆炸力的大能。

面對一切世上人事物的挑戰，我們要倚靠福音的爆炸力，去摧毀一

切不合主心意的攔阻，讓主的旨意完全彰顯運行在我們所面對的每

一個地方。然而往往我們很容易沒有相信福音是有爆炸力，而侷限

了主的能力，使得我們總是不倚靠福音的爆炸力，而只倚靠這世上

的智慧與能力，這就是以福音為恥。懇求聖靈降下突破性的眼光與

恩膏，讓我們相信福音是主的大能，充滿著屬天的爆炸力，使我們

倚靠這福音的爆炸力去面對一切挑戰，突破一切的攔阻和困境，看

見主的大能要運行在我們的生命當中，讓我持續因著信心而得著屬

天的生命與能力。 

 

五、結論 
        永遠不要以福音為恥。不要不好意思去傳揚它、教導它、和主

所遇見的人談論它。福音有能力滿足人類最深切的需要，有能力除

去最黑暗的罪污。感謝主讓我們越來越深刻地領受到這福音的爆炸

力，是能夠運行在我們生活當中一切的地方，而主透過晨禱和門訓

來運行主福音的爆炸力在這些門徒的生命當中，進而使他們的生命

也領受這福音的爆炸力去傳遞到他們所接觸的生命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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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求主的靈能夠使我們更堅定地倚靠福音的爆炸力，來面對接

下來宣教道路一切的挑戰，讓我們無論面對任何困境都不以福音為

恥，不去使用這世上的智慧和知識來宣教，而是單單高舉著耶穌大

能的福音，主就必定使這福音的爆炸力運行在所有主帶領我們服事

的生命當中，彰顯主大能的榮耀充滿在我們當中。這就是岡山長老

教會在疫情下持續門訓與傳福音的原因，相信也是得到上帝榮耀與

見証的關鍵。 

 

 

討論題綱： 

1. 對基督徒而言，見證是信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嗎？我們如

何在人的面前作見證？ 

2. 見證故事的主角是耶穌基督，而不是個人，每當我們分享見證

時，是否讓人在當中看見耶穌？ 

3. 我的生命是否被主耶穌轉化，在日常生活言行中見證基督？福

音是否是先對自己講？ 

 

代禱事項： 

1. 在疫情下，為個人禱告，能在傳福音與生活上見證基督。 

2. 為教會兄姊禱告，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願在見證和傳福

音上彰顯主的能力。 

 

祈禱文： 

親愛主上帝，感謝祢使我因著耶穌基督得著救恩，被祢的愛深深包

圍。因為這奇妙救恩，使我脫離過去的樣子，成為新造的人。願祢

幫助我，使我日日更新，好讓我身旁的人看見祢在我生命中的奇妙

作為，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信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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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參考方案： 

1. 在疫情下，持續傳福音（也可在線上），並和他們分享耶穌在主

生命中的故事。 

2. 透由每日活水的詩歌與經文〈傳給人〉，以福音為中心的思考，

作為每日生活、工作中的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