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見証,傳福音                          05-03-08  
 

本周經文: 徒 1:1-14 

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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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  

 

本周箴言: 太 28:1９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引言: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年開始時,李牧師給我們分享了教會今年的目

標.:“主裡合一, 傳揚福音, 共同成長” 傳福音是其中的一部分. 

 

近來我們教會有一系列有關短宣和差傳方面的活動. 四月份有由李牧師和曉芳姐妹

組成的短宣隊去河南短宣; 五月份有由明哥周姐帶隊的短宣隊去美國大陸短宣; 五

月下旬我們有一年一度的差傳年會. 我自己三月份回中國大陸出差時也有一些機會

給我的家人,朋友,學生, 和老師們分享福音, 有一些感想和體會.所以今天我給大

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作見証, 傳福音”. 

 

讓我們一起做一個禱告. “慈愛的天父, 主耶穌, 謝謝你的慈爱和恩典, 讓我這個

不配的人能认识你,能站在這裏侍奉你.能参与传福音这伟大的事工. 这个时候,求

主的靈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在我们心中做工, 感動我們每一個人.求你的聖靈幫助我

們,讓我們的心思意念,都能蒙你悦纳,所講的是出於你的心意. 是你要教給我和弟

兄姐妹的信息.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 阿們!” 

 

主耶稣在徒 1:8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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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 “今天我要從三個方面來分享這

個主題.  

1.要禱告, 靠著聖靈得能力: 

2.要操練, 為主耶穌作見証 

3.要行動, 從本地直到地極 

 

一 要禱告, 靠著聖靈得能力:  

談到傳福音時，常常聽到弟兄姐妹有一些問題． 

“想去分享, 不知講什麼.” 

“學了不少, 不知怎麼講” 

“人海茫茫, 不知向誰講”  

怎麼辦? 要禱告! 要通過禱告依靠聖靈得著能力,而不是單靠自己的努力. 正象聖

經說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恆

切禱告”. (徒 1:14) 



對當時的門徒是通過禱告,來領受聖靈;就是後來在五旬節領受的聖靈,讓聖靈降臨

在他們身上. 

對今日的信徒是通過禱告,讓聖靈充滿,讓聖靈來掌管我們,讓聖靈來引導我們,從聖

靈得到能力! 

 

近明哥周姐在帶領差傳培訓班時就首先再次強調禱告的重要,不僅帶領大家一起

禱告,還要求弟兄姐妹自己切切禱告,並且要求每個人找到 4位禱告伙伴,一起禱告!

為要給傳福音的朋友禱告,也為我們自己禱告,從聖靈得能力. 

 

那我們要通過禱告從聖靈得到哪些能力呢? 聖靈會根據我們每個人的需要來幫助我

們. 舉例來說: 

1.自責的能力 Power of conviction“他即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約 16:8) 自責是聖靈會給我們的一個能力,也就是潔淨的能力.聖

靈會幫助基督徒過聖潔的生活,因為聖靈會使我們認罪,悔改.聖靈會提醒我們,生活

中哪裡出了差錯,也許是隱而未現的罪,也許是和家人的關系出了問題．聖經說“上

帝是光，在他毫無黑暗.”（約一１：５）我們不可能一邊生活在罪中，一邊去傳

福音．當然不是說我們基督徒就不會犯罪,也不是說我們要完美了才去傳福音,只是

說我們要常常禱告,靠著聖靈引導,能有自責的能力,繼而認罪,悔改,得潔淨,讓我們

的生命被改變,能手潔心清地去傳揚主的道． 

 

另外靠著聖靈的提醒認識自己的罪,認識自己的罪的可怕,會對主耶穌的救恩

有更深切的感恩之心!也才可能會主動地去傳福音.如果我們自己對這個信仰沒有渴

慕,自己對主耶穌的恩典沒當一回事,又怎會有熱情去傳福音呢? 許多弟兄姐妹都記

得,鄭超弟兄在他離開我們以前的一段時間,不管是在團契還是在教會,不管時帶查

經還是來分享,他都會深刻地檢討自己的罪,也都會由衷的數算主的恩典,所以他不

管是在教会和团契, 還是跟魯東去農場,還是去中國出差,總是抓住一切機會來給別

人分享主的愛的福音! 

 

2.了解的能力 Power of understanding 約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

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许多牧師和传道人常常提醒我們,要用一顆禱告的心來

讀經.求聖靈幫助我們,打開心中的眼睛,明白聖經要教給我們的真理.不僅要花功夫

來背聖經的有關傳福音的經句,而且能在合適的時候,記得這些聖經,可以和別人分

享. 就像是聖經所說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

的事指教你們，並且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 14:26) 這是非常重

要的，因為我們所傳的福音，是按照聖經來傳主的道，而不是我們自己想說的話． 

 

3.分享的能力 Power of sharing 我們在禱告中求聖靈給我們有自责的能力，讓我

們的生命被改變；有了解的能力，能明白主的話，遇事能想起主的話，還要求聖靈

給我們有分享的能力．給我們有勇氣,智慧,信心,和機會，來傳揚福音． 

 

 



有自责的能力，我們生命被改變； 

有了解的能力，能夠明白主的話; 

有分享的能力．勇氣智慧和機會. 

當我們這樣去禱告時，聖靈就會給我們有奇妙的帶領: 我三月回國時乘坐韓國航空

公司的飛機.在我的旁邊是一位來自新疆的女士.開始我以為她是韓國人,就沒給她

講話.後來發現她是中國人,就給她說〝你好！〝結果她說“你是中國人? 我以為你

是韓國人呢!”後來聊天時,她問我 “你的孩子會講中國話嗎？”我說“他們在我

們教會所辦的中文學校學過。”她很驚奇的問“你是基督徒？”我說“是的。”她

很高興！她說“我的婆婆也是。這次出國，婆婆要我多了解基督教，可是我一直沒

有機會。”我心裡說“感謝主！機會來了!”我就問她“你有什麼問題呢?”她說 

“我看過聖經,.可是我看不懂.”正好我手邊有一本聖經.我就開始給她講聖經,並

回答她的其它問題.到韓國首爾機場以前我們談了整整兩個小時!結果呢?長話短說,

當飛機在降落時,她跟我做了決志禱告,她信主了!當時我是一邊和她談話,一邊禱告!

求主引導我,求主感動她!臨別以前她告訴我,以後她會和婆婆一起去教會,還要學著

去奉獻.真是感謝讚美主! 

 

*通過禱告,靠著聖靈得著能力,是傳福音的秘訣! 

 

二.要操練,為主耶穌作見証 

 

前面講到,我們可以靠著聖靈得到能力.可是得到能力又是為了什麼呢? 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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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瑪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 所以我們得能力是為了傳福音,是為主耶穌作見証, 

絕對不是為了個人的榮耀．更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否則就有可能會有偏差．容易

變成個人崇拜． 

 

那么什麼是傳福音？拿一本聖經給別人講四個屬靈的定律是傳福音，但不是僅限於

此. St. Francis 說: “要随时去传福音,只有在必要时,才用话去宣讲.Preach 

gospel at all times, if necessary, use words.” 所以傳福音是全方位的, 就

是主耶穌所講得為他作見証.主耶穌所說的“作見証”包括了至少以下三個方面, 

可以用三個英文字來幫助我們記住, 就是 walk, work, word： 

 

1.Walk 生命改變的見証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用我們基督徒的腳“走”新路的見証,

用生命活出來的見証.主耶穌說,“我來了,是要救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我們在教會,看到了太多生命被改變的例子. 個人的改變,家庭的改變,夫妻

關系的改變.親子關系的改變,盡管我們看不到主耶穌,可是我們可以真實地看到主

耶穌的愛的結果.正如聖經所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約 13:35)我知道在座的許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當年決志信主

不是因為被別人道理上的完全說服,而是被主的愛所感動,被弟兄姐妹的舍己的愛所

感動.所以當我們參加短宣隊時,每一位隊員都要寫一篇分享,只要 5-10 分鐘,將你

自己信主以前的困擾,如何信主,和信主以後的生命的轉變都寫下來.然後當我們和



別人分享福音時,我們可以有條理的去分享.講自己生命的改變遠比僅僅講一些道理

更有說服力.我自己在國內和人分享我們的信仰時,常常就會從“ 寶貴的得著”這

個話題來談.這個題目是我參加短宣隊時所寫的分享的題目.國內的朋友,學生,教授

們對一個去了美國 20 多年的留學生所談的這個話題都很感興趣.所以我們常常會從

這開始來談到基督信仰對我個人生命的改變,對我的工作的正面的影響,談到主耶穌

的舍己的愛對家庭的重要,對中國要建設”和諧”社會的正面意義.他們的反映常常

是非常正面的. 

 

2.Work 服侍别人的見証 就是在別人有難時,你伸出援手.聖經說“因為我餓了,你

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

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太 25:35-36)這些都是服侍别人的見

証.早年的傳教士到中國時,常常都是建立教會的同時,也建立了學校和醫院.在身心

靈三個全方位的幫助我們的同胞.比如我爸爸小時候在徐州老家讀書的小學和中學

都是教會辦的學校;我爺爺工作的醫院也是教會所辦的醫院.我這次在三月份回國的

途中,常常給我的家人,朋友,學生,和教授們提到我去“平湖愛心高中”的原因和感

受.他們都非常被感動.有一位老師還說她也願意參加這個撿珍珠的計劃.我知道在

座的許多弟兄姐妹都非常關心著這些孩子們.在這裡我也想趁此機會給弟兄姐妹做

一個匯報. 

 

平湖愛心高中是台灣的王建煊先生在浙江省平湖市所辦的一所私立高中.王先生發

現有許多非常優秀的孩子因為家庭經濟困難,上不起高中.他感到就像是珍珠掉進泥

土裡.所以他就發起一個“拣珍珠計劃”.他到處去募捐,$2000 就可以保証一個孩

子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包括學習和生活的全部用費.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也奉獻了

$來支持 9個珍珠.現在王先生的揀珍珠計劃已經推廣到 19 個省份,32 個高中,已經

揀回 1,600 顆珍珠!去年李牧師和師母曾去平湖去看望這九顆珍珠!三月份我在杭州

時也代表李牧師,師母,和眾弟兄姐妹,去平湖看望了這九個可愛的孩子.他們看到我,

也是非常的高興,一齊喊“胡叔叔,胡叔叔!’他們一再要我帶問候李牧師,師母,眾

位叔叔,阿姨,爺爺,奶奶!他們中間有五位今年要考大學.我代表我們教會告訴他們,

要專心考試,不要過於擔心上大學的花費,我們會盡力幫助他們.這些孩子們非常受

感動.因為他們家庭困難,上高中都有問題,上大學就更是困難了.他們一再表示,要

好好學習,長大以後也會盡力去幫助別人,把愛傳遞下去!他們一起一遍又一遍的唱

他們 喜歡的一首歌,“感恩的心”.眼含淚水,用歌聲,用手語來表示他們對王先生,

對平湖愛心高中,對我們教會的感激之情.他們實在是一群可愛的孩子,知道感恩的

好孩子.我懇請大家好好禱告,如果你心中有感動,請你積極奉獻.我們教會已經為這

些孩子專門設立了一個教育基金,來幫助他們上大學.我相信,他們今天是平湖的珍

珠,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在这里替這些孩子們謝謝大家! 

 

3.Word 宣讲福音的見証 就是給別人用語言介紹福音.聖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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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0:14)

所以我們的主耶穌給了他的門徒一個我們稱之為”大使命”的命令,就是,“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太 28:19)我們平時在



團契和教會要抓住機會,好好地裝備我們自己.然後,求主給我們提供機會,能夠和別

人分享我們的信仰.我們在短宣培訓班裡把平時常常遇到問題,拿出來一起討論,做

好準備.靖海弟兄把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作了總結和歸納,他會把結果放在團契的網站

上,供大家參考使用. 

 

我這次回國以前,我的家鄉徐州的教會的傳道人要我準備一下,給他們教會的大學生

們有一個分享,題目是“科學與信仰”.在保定市,我陪我的岳母去做禮拜.意外地參

加了他們教會的大學生團契的聚會,我在他們的慕道組和一些墓道的朋友探討信仰

上的一些問題. 後和他們一起唱 “這一生 美的祝福”;我自己也是深深受激勵.

到了杭州在浙江大学,我的朋友派他的一位研究生來協助我,結果這位同學是基督徒!

當晚他就帶我去了他們的教會和團契.我和他們團契的同工們一起分享到晚上 10 點.

第二天晚上又接著給了一個專題,講進化論的問題.又談到 10 點鐘.後來到了廣州,

也有機會和一些研究生來分享福音.在國內和這些學生一起討論我們的信仰時,我心

中充滿了感恩.感謝主的帶領,許多的年輕人在渴慕主,在追求真理;感謝主,讓我們

有一個這麼好的教會,可以學習,裝備;感謝主,讓我這個不配的人,可以參與傳福音,

為主所用!不過也確實感到力不從心,所知甚少.比如說,我在自己教會學著講道,每

次包括翻譯只有大約 40 分鐘.可是复活节那天在徐州教會講道,單單講道就是 70 分

鐘.謝謝李牧師的幫助,代禱,還有眾弟兄姐妹的代禱.我深深知道,沒有你們,沒有主

的憐憫,靠我自己是不可能的.在這裡我也再次提請大家把握機會,從聽講道,上主日

學,團契查經,個人靈修,各種機會,好好裝備自己,一旦有機會,就可以和別人來分享

主的福音. 

 

主耶穌自己就是從 walk, work, word 這三方面全方位來傳福音的 好榜樣. 

Walk: 他戰勝誘惑,堅守真理,過聖潔的生活. 

Work: 他幫助窮人,赦免罪人,治病救人趕鬼. 

Word: 他四處奔波,傳揚福音,勸人認罪悔改. 

 

* 多多操練，用我們全部的的生命,生活,並包括語言去為主作見証,傳福音. 

 

三. 要行動, 從本地直到地極 

聖經在徒 1:8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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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証.”根據這節聖經,,為主耶穌作見証有三

個層次,在“耶路撒冷”代表在本地;“撒瑪利亞”代表去遠方,“地極”代表去給

“外邦異文化的人傳福音. 

 

1.本地, 對我們來講,本地當然是指夏威夷.正像牧师常常提醒我們的,當我們想到

要傳福音時,要首先從本地做起.從現在做起,從家庭做起,從自己做起.如果對周圍

的人都沒有傳福音的負擔,又怎能談起去非洲傳福音呢?我們周圍有太多傳福音的地

方和可能性. HPU 有許多從台灣來的讀大學的同學;夏大有幾百名從中國大陸,台灣,

和香港來的研究生和學者,Honolulu 有許多華人家庭,農場裡有許多華人勞工;中文

學校每周六都有許多家長送孩子來學中文.感謝主我們的李牧師是位熱心傳福音的



牧師,我們的教會是個重視傳福音的教會,我們有許多熱心傳福音的弟兄姐妹.明哥

周姐多年如一日在華福團契幫助學生和學者,70 高齡的武媽媽和蘭征弟兄一直在帶

領睦鄰團契,魯東,世超,李斌,思祥等弟兄開車幾個小時去農場去帶領田園團契.等

等,等等.讓我們一起好好禱告,求主的靈感動更多的弟兄姐妹,讓我們知道主要我們

在哪一個崗位來做本地傳福音的工作.我們可以把在本地傳福音作為一個培訓,一個

學習的過程.為去遠方短宣作好準備. 

 

2.遠方 對我們來講,當然是指夏威夷以外的地方. 我們地處太平洋中間,到任何別

處去都是遠方,至少要飛 5-6 個小時.前些年,我們教會的短宣隊去瑞士,不僅幫助那

兒的同胞,對我們自己弟兄姐妹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這幾年,我們一直在禱

告,求主給我們開路,能繼續派短宣隊出去.感謝主,我們教會這兩年開始有短宣隊去

中國大陸,去台灣,還有美國大陸.李牧師和曉芳姐妹剛剛從中國大陸回來不久,明哥

周姐所帶的短宣隊下周要去美國大陸;去年中英陳偉等 7-8 位弟兄姐妹去台灣參加

短宣教英文.今年我們的女兒還要再去.因為去年的經歷使她學到很多很多.當然這

種以短宣隊的形式還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眾弟兄姐妹在回家探親訪友時,去講學出

差時的機會.我們每年都有許多這種機會.今年三月我回國兩個禮拜,一半探親訪友,

一半講學出差.我去了几個城市,有許多機會和我的家人,朋友,學生,和教授們分享

主的福音.還有機會去拜見了幾位弟兄姐妹的父母和親人並且和他們傳福音.我去了

以後才意識到,我不僅代表我們的弟兄姐妹去看望他們的親人,也代表著牧師和師母,

和眾弟兄姐妹對他們的關心.當我看到學東的父母和李斌的父母是如此的高興,看到

Jeff 的媽媽,和家璇的媽媽眼中的淚光,我自己被深深地感動了!我感謝主給我提供

這樣一個特殊的傳福音的機會.  

 

3.地極, 對我們來講就是給異文化的人傳福音.這好像是很遙遠的事.可是我們知

道,這也是李牧師常常禱告的事.記得我們在瑞士短宣時,,碰到一對來自台灣宣教

士,,他們夫妻二人帶一個小孩,在我們住的神學院裡學法語,準備去非洲去給穆斯林

傳主耶穌的福音.當時這給我們很大的震撼!後來我們教會也在禱告和金錢上給這一

個家庭有支持.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雖然我們自己現在沒有親自參與給異文化的人

傳福音的工作,我們還是可以在禱告上和金錢奉獻上有所參與.幾年以前,遠志明弟

兄看到這樣一個異像,上帝要用中國人向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傳福音,因為那些人對西

方的白種人有些偏見.可他們對中國人並沒有這種偏見.基督教是從中東傳到歐洲,

從歐洲傳到北美,現在又傳到了亞洲.如果能從亞洲的韓國,中國再傳回中東,到達以

色列及其它國家,那就是繞地球整整一圈! 近我也看到過這方面的報道,說中國的

基督徒已經開始做這方面的傳福音的工作!讓我們為此禱告.求主告訴我們我們自己

可以為此做些什麼! 

 

* 開始行動，從現在做起，從家裡做起，從自己做起, 參與主的大使命的事工! 

 

 

 

 



結論: 

  

各位弟兄姐妹,我們都很有限,能做得也很少,可是我們在傳福音時,是與聖靈同工. 

靠著聖靈的幫助,我們就能得著能力,就能為主所用.我們就可以用我們所有的那有

限的“五餅二魚”而達到那無限的永恆的意義. 

 

後,我想用一個故事來結束.有一個音樂大師,鋼琴彈得非常之好.有一次他舉行一

場音樂會.可是舞台布幕打開時,居然是一個小孩子坐在鋼琴前椅子上.這孩子不知

什麼時候溜到台上.這個大膽的孩子在彈鋼琴 ´ do do sol sol la la sol”人們

說,“誰家的孩子? 快把他抱走.”可是那位音樂大師說“不,讓他彈.”大師走到孩

子跟前,坐在他後邊,把他抱起來,讓他繼續彈,然後自己也加入,變成合奏.那小孩子

還是繼續彈著單音 do do sol sol la la sol, 可是大師則是伴以美妙的音樂. 結

果變成一場特別優美的音樂會!我們就像那個彈琴的孩子,聖靈就像是那位音樂大師.

他陪在我們旁邊,用他的大能與我們同工!  

 

我們通過禱告,靠著聖靈,能得著三種能力:一種是讓我們的生命更聖潔,有生命改變

的 walk 的見証;一種是在他人有需要時能看到自己的責任,可以有服侍别人的 work

的見証,還有一種是當我們讀聖經時,能夠明白聖經真理,面對墓道友朋友時有用

word 傳揚福音的見証;. 

 

讓我們生命更聖潔,有生命改變的 walk 的見証;  

能看到自己的責任,有服侍别人的 work 的見証,  

能夠明白聖經真理,有傳揚福音的 word 的見証;. 

 

正如牧師常常提醒我們的: 

傳福音是一個教會存在的目的; 

作見証是一個信徒生命的目的.  

 

大部分人不是全時間的傳道人; 

每個人都應是全時間的見証人!  

 

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弟兄姐妹,去為主耶穌作見証,傳福音!感謝讚美主! 

 

讓我們同心禱告:“主耶穌,謝謝你的慈愛憐憫和恩典.主你幫助我們!讓我們都能常

常数算你的恩典,能够在生活中活出你的爱!能够把握机会好好装备自己,能够把握

机会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你的福音.主啊,我们是非常有限,可是我们愿

被你所用.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五饼二鱼,求主使用.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們

這樣感謝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