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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

充足了諸般的知識 也能彼此勸戒。
讀經

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

15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

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

羅十五
14-21

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

16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17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裡有可誇的。

18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

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

19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

20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20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

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

21就如經上所記：21就如經上所記：

未曾聞知他信息的，將要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

以基督為中心的宣教
羅十五14-21

諸長樂牧師 2018.10.07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在 家 家平安

上個禮拜姬井牧師在我們當中， 用「Are you ready ？」

傳講信息，來提醒我們主來的日子近了！

我們要好好地 備 特別是趁著神可尋找的時候我們要好好地預備！特別是趁著神可尋找的時候，

尋找祂；相近的時候，來求告祂。

今年日本的災難非常多，我們有水災、地震，今年日本的災難非常多，我們有水災、地震，

夏天的高溫也一再地創新紀錄；

世界各地的災難也非常的多，上個禮拜在印尼又有很嚴重的海嘯。

當基督徒面對各樣的災難，應該知道主來的日子一天比一近了！

因此我們要做幾個準備，

第一「要警醒度日」，好好地預備自己迎見神，第 要警醒度日」，好好地預備自己迎見神，

不要去預測主來的日子是哪一天。

第二「要殷勤地事奉」，好好地運用神給我們的恩賜及資源

服事神，因為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向神交帳。

第三「要努力地傳揚福音、參與宣教、領人歸主」。

太廿四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廿四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今年我們花很多時間思想羅馬書，羅馬書的主題就是福音。

 開始使徒保羅說：「我欠許許多多人福音的債，不管你是有教養的、開始使徒保羅說 我欠許許多多人福音的債 不管你是有教養的

沒有教養的、聰明的、愚笨的，我都欠你們福音的債」。

 接下來他講到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章 然後他花了十幾章的內容，講到神永恆的計劃和福音的本質。

 十二章以後，他講到福音在生活上的應用。

今天我們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羅對傳福音的熱誠，今天我們再 次看到使徒保羅對傳福音的熱誠，

他不僅僅自己有這樣的熱誠，他也勸勉羅馬的教會要有這樣的熱誠！



他說羅馬教會已經不錯了，「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誡」。

但是使徒保羅說，我寫信給你們要提醒你們的「記性」，但是使徒保羅說，我寫信給你們要提醒你們的 記性」，

就是上帝藉著祂的恩典藉著我所作的工。我要從三個方面來和大家分享！

一、祭司的事工：保羅提醒羅馬教會的基督徒們，

他靠著神的恩典作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成為耶穌基督的僕人，

這個「僕人」他在這裡用了一個特別的名詞，叫做「福音的祭司」，

這是在整本聖經裡面他唯一一次稱自己是福音的祭司。這是在整本聖經裡面他唯一一次稱自己是福音的祭司。

他能夠獻上神所悅納的祭物，也就是他帶領歸主的那些非猶太人，

過去死在罪惡過犯中，但是因著福音成為聖潔可以獻給神。

保羅的工作是將福音傳給非猶太人，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祭司的工作，

可以將所帶領信主的人當作活祭來獻給神！

在舊約的時候非猶太人是不可以到聖殿去獻祭的，在舊約的時候非猶太人是不可以到聖殿去獻祭的，

但是現在藉著福音不僅可以獻祭，而且可以成為可蒙悅納的祭物，

這是一個舊約預言的應驗，也是神大能的作為。

就是在福音臨到我們以後，我們可以成為像以色列人一樣成為祭司和利未人，

一切傳福音的人都是祭司，可以把你所帶領信主的人來獻給神。

彼前二9-10「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神給我們這麼多寶貴的身分，

衪在我們身上有一個托付和使命：衪在我們身上有 個托付和使命

要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是神的工作，唯有基督徒能做。

這是我們蒙揀選和蒙憐憫很重要的目的，

我們要用各樣的方式把人帶到主的面前。

這是 我的有 個字「惟有 你這是很吸引我的有兩個字「惟有」你們！

 這世上有很事情是信不信耶穌都可以做的，要有慈惠、

愛心的作為不信耶穌也可以做，他們也可以做得非常好。愛心的作為不信耶穌也可以做 他們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惟有在領人歸主這件事情上面，只有基督徒可以做。

因為我們自己先領受了神的恩典，

同時我們也賦予祭司的身分讓我們去傳揚。

每個禮拜天都會有兩位老姐妹在我的辦公室門口堵我，她們為什麼堵我？

要我禱告！他們知道散會以後很多人找我，他們沒空！要我禱告！他們知道散會以後很多人找我，他們沒空！

所以很早就來堵我！要我為他們禱告！

但是他們也很有愛心，他們不僅要我禱告，

也帶很多好吃的給我⋯⋯做工的得工價是應當的。

有很多人跟我說「牧師啊！你的禱告特別靈！」

我 前會覺得這句話怪怪的 可是當我在思想今 的信息時我以前會覺得這句話怪怪的，可是當我在思想今天的信息時，

我覺得當我真正負起祭司的責任時，我的禱告就是靈！

但是靈，並不是照著你所希望的去應驗！神就是聽我們的禱告！但是靈 並不是照著你所希望的去應驗！神就是聽我們的禱告！

弟兄姊妹當有不信的朋友請你為他禱告的時候，

不管他有什麼樣的需要，你就是為他禱告！

因為他看出你是上帝的祭司，他知道透過你的禱告上帝垂聽。

這是一個我們傳福音的大好機會，

也表示說這個慕道的朋友離道很近了！也表示說這個慕道的朋友離道很近了！

不要隨便放棄這樣的職分。

教會有兩個主要角色，一個是崇拜神；一個是見證神。

我們崇拜神，神得榮耀。我們去傳福音，向世界宣揚祂的聖名，我們崇拜神，神得榮耀。我們去傳福音，向世界宣揚祂的聖名，

當有人信主以後我們把他帶來歸向基督，與我們一起來敬拜神，

然後再一同出去見證上帝的作為。

路十九 講到十錠銀子的比喻。上帝給每一個人都是一錠銀子，

我們每一個人領受的福音都是一樣的，上帝要用你所領受的福音去做生意！

多 聽到傳福音就打瞌睡 聽到做生意就 神真的是叫我們很多人聽到傳福音就打瞌睡、聽到做生意就醒了！神真的是叫我們

 用福音去做生意，當我們用神所給我們的福音去領人歸主的時候，

就是做好的生意！當我們生意做得好的時候，神就祝福我們。就是做好的生意！當我們生意做得好的時候 神就祝福我們

 當我們懶惰不去做生意的時候，神的心非常難過，甚至我們自己

要受到很大的虧損。帶領人到主的面前，是可蒙上帝所悅納的祭物，

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千萬不要做一個沒有祭物的祭司！

沒有一個人可以空手見主！當你空手見主的時候，你是羞愧的。

聖誕節快到了 你會發現每 個來敬拜耶穌的人都是帶著禮物來的聖誕節快到了，你會發現每一個來敬拜耶穌的人都是帶著禮物來的。

神最喜歡就是我們帶著那些失喪的靈魂，能夠到祂面前。



不僅個人如此，教會也是如此，教會集體要領人歸主。

如果一個教會很久都沒有領人歸主，很久都沒有人受洗得救，如果 個教會很久都沒有領人歸主，很久都沒有人受洗得救，

瑪「我的殿荒涼」。求主幫助我們，都發揮祭司的功能。

二、大能的事工，羅十五18 他除了基督藉他所做的事，他什麼都不敢提。事

一個真正事奉神的人知道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器皿，

神藉著我們來工作，揀選我們、給我們機會來工作，而真正的工作是基督的。

使徒保羅說他的 作是 個大能的工作使徒保羅說他的工作是一個大能的工作，

祂是藉著言語、作為，他也藉著神蹟、奇事和聖靈的大能來工作。

言語是口傳，做為是行事為人。我們都有一個責任，言語是口傳，做為是行事為人。我們都有一個責任，

福音要被人聽見，也要被人看見！我們不僅傳揚福音，而且要活出福音。

 這也就是主耶穌道成肉身在我們當中，

 這也就是為什麼教會要差派宣教士去宣教工場。

我們不能只用現代的通訊設備告訴那些人「上帝愛你」，

我們要派活生生的人去 住在他們當中 見證上帝愛他們。我們要派活生生的人去，住在他們當中，見證上帝愛他們。

所以宣教工作不是可有可無的。

同時使徒保羅講到他用神蹟、奇事和聖靈的能力來傳揚神的作為，

其實神蹟奇事和聖靈的大能通常有幾個方面的功能，其實神蹟奇事和聖靈的大能通常有幾個方面的功能，

1.證實上帝的國大有能力地降臨。

2.使徒們去傳福音的時候，

上帝用神蹟、奇事證實他們所傳的道。

你說你傳的道有能力，你說福音是神的大能，

當有需要的時候，上帝就用神蹟奇事來證明使徒們所傳的道。當有需要的時候，上帝就用神蹟奇事來證明使徒們所傳的道。

不僅僅藉著使徒們，今天我們出去的時候上帝同樣可以使用我們，

不是我們能做什麼，而是神親自印證祂的道是大有能力的。

在整本聖經中你看到神蹟、奇事，不是唯一聖靈彰顯能力的方法，

它有時候是導引，有時是神「道」的見證，

導引人來聽神的道 來見證神的道導引人來聽神的道，來見證神的道。

 這常常是靈恩派教會的一個迷思，好像沒有神蹟奇事就不能彰顯神的道。

 其實上帝的道，最有力的武器是什麼？弗六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其實上帝的道，最有力的武器是什麼？弗六 聖靈的寶劍就是 神的道」，

神有一把寶劍，那把寶劍就是祂的「道」，這是最有能力的。

弟兄姊妹我們對神的道要有信心，每當我們在傳講上帝的道時，

神會在聽道人的思想、良心、和意志裡面來工作，使他們能夠聽進神的道，神會在聽道人的思想、良心、和意志裡面來工作，使他們能夠聽進神的道，

使他們能夠悔改歸向神。不是我們的演講技巧，而是神的道大有能力。

神將這樣的能力賜給傳福音和宣教的人，那些只願意坐在教堂裡做禮拜的人，

是領受不到這樣子的能力。主耶穌差派12個門徒出去，差派70個人出去，

甚至在大使命的時候，祂都給他們神蹟奇事的能力。

我 各位分享我每次去宣教我都 緊 每次要出 前就準備 堆我跟各位分享我每次去宣教我都很緊張，每次要出門前就準備一堆。

 常常會很焦慮，因為有時候去比較落後的地方，他們受教育的機會不多。

 我是一個在東京大都市傳福音的牧師，我只會用都市人明白的話， 我是 個在東京大都市傳福音的牧師 我只會用都市人明白的話

我講的他們怎麼懂呢？

但是感謝主每次傳講的時候，都經歷了聖靈的能力，我準備的幾乎都沒有用，

 但到現在我還不悔改！每次去以前還是好好準備，

 可是我一上台以後，聖靈的恩膏臨到，上帝就用他們能夠

了解的話讓我來把福音講明，許多生活的例證都是他們懂的，了解的話讓我來把福音講明，許多生活的例證都是他們懂的，

我這個時候知道我的電通了！

在聖靈恩膏裡面的分享是多麼蒙福…

 有的時候有些地方需要講英文 我們不是常用英文講道的人 有的時候有些地方需要講英文，我們不是常用英文講道的人，

緊張得準備半天！一上去，上帝就把一句一句的英文給你，

根本不是你自己所預備的，根本不是你自己所預備的

而且比中文還不打結，下台以後就沒了。

這是上帝的作為！

 有時候在台灣我要對只會說台語的長輩講道；

用台語罵人我很會，用台語傳福音我不靈光。

但是為了要得著這樣的人就向神禱告，神就賜下流利的台語。但是為了要得著這樣的人就向神禱告，神就賜下流利的台語。

上帝藉著我們的言語、作為來顯明祂的恩典。

 有一次出去傳福音，音響壞了，有 次出去傳福音 音響壞了

荒山野外去哪兒找人修？按手為音響禱告！

要是在城市我就趕快找人修了，我怎麼去經歷聖靈的大能！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沒有改變。



三、使徒保羅講到他的工作是「開荒的工作」。

使徒生涯 旅行佈道 多保羅有10年的使徒生涯，三次旅行佈道，他到過許多地方，

安提阿、小亞細亞、馬其頓…，他建立教會，設立長老，

他完成很大一片區域的開荒工作，但是他不以此為滿足。他完成很大 片區域的開荒工作，但是他不以此為滿足

 第20節說他有一個志向、一個熱情！人因志向、熱情、盼望而偉大，

 他說我繼續要去向沒有聽過福音的地方去傳福音，

向沒有聽過福音的族群去傳福音。

腓一 我們這些人很糟糕，我們連傳福音這麼好的事都可以有最爛的動機。

有的人傳福音是要別人得救 有的人傳福音是要別人得救，

 有的人傳福音是要比賽誰的教會大，出於一種爭競的心理。

但是保羅說沒有關係，什麼動機都不重要，有人歸主我就高興。但是保羅說沒有關係 什麼動機都不重要 有 歸主我就高興

使徒行傳讓我們看到它是一卷不斷拓殖教會的書信，

不斷地植堂是一個健康的教會很自然的表現。

我 音我們學習聖經敬拜、門徒訓練或是傳福音，

我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不斷地去建立新的教會。

保羅事工有三個層面，1.他到一個地方就去傳福音；

2 他將初信者聚集起來，用神的道堅固他們、鼓勵他們；2.他將初信者聚集起來，用神的道堅固他們 鼓勵他們；

3.他培養領袖來建立教會，而不是讓聚會點一直維持在鬆散的團契裡面。

一個教會不斷地植堂，要甘心樂意捨去一些資源，白白得來，也要白白捨去。

我們都很喜歡上帝給我們，但是我們不願意給出去。

紐約曾經有一個教會上帝的道很豐富，可是他們的聚會地點很小，

只能有100人 所以他們擠得滿滿的 許多人勸勉他們要出去植堂只能有100人，所以他們擠得滿滿的。許多人勸勉他們要出去植堂，

他們說我們這100人太少了！等我們再多一點、我們再去！

可是他們再怎麼樣，就是100人！教會很奇妙地，坐滿了就坐滿了⋯⋯可是他們再怎麼樣 就是100 ！教會很奇妙地 坐滿了就坐滿了

而且弟兄姊妹最喜歡的不是「坐滿」而是「八成」，旁邊可以放包包比較舒服，

所以很多教會到「八成」就不長了！後來終於忍痛分50個人去植堂，

帝 個禮拜 會 結果上帝三個禮拜之內就把另外的50人加給這個教會。

 而他們派出去的50人，在兩年之內，建立一個350人的教會。

 那些同工非常懊悔說，如果我們早點順服神， 那些同工非常懊悔說，如果我們早點順服神，

可能已經超過1000人以上因為我們而得救。，是願意給。

二、要放下我們原有的事工型態。

保羅說他向什麼樣的人、就做什麼樣的人，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保羅說他向什麼樣的人、就做什麼樣的人，為要與人同得福音的好處。

教會長大以後一定要建立制度，制度在治理上是好的，

但在福音策略上有時候容易僵化。

只要我們所信的道是一樣的，傳福音的方法和策略是可以不斷更新。

同時透過植堂我們可以與其他的教會有合作的機會，

就像這次 H Ch h 借我們場地就像這次 Hope Church 借我們場地。

北美許多華人教會都是美國教會願意借他們場地之後，慢慢發展起來的。

教會拓殖也是教會增長最快的策略，每一個教會有他的生命週期，教會拓殖也是教會增長最快的策略，每 個教會有他的生命週期，

一個教會剛成立的時候那個福音活力是非常活潑的。當一個教會有歷史以後，

在傳福音的事情上面常常因為受自己的限制而缺乏了活力。

你去看一個成立十幾年的教會，和一個成立五六十年的教會，就是不一樣！

20歲的人會生孩子？還是60歲的人會生孩子？

這不是對錯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要接受的 個現象。這不是對錯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要接受的一個現象。

拓殖教會也是栽培教會新領袖的最好方式！

我們感謝神在今年我們可以在西船橋植堂，

今年我 主 「心意更新 宣教植堂今年我們的主題也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

各位知道我們在筑波還有一個分堂，已經35年了！

我們教會35年沒生小孩了！差點兒 胎或不孕症！我們教會35年沒生小孩了！差點兒一胎或不孕症！

感謝主，讓我們開始繼續生！

求主把旺盛的生命力賜給我們！

也謝謝主這幾年我們學習宣教，

我們去柬埔寨、緬甸、日本東北。

我們在10月28號下午三點，在西船橋有一個感恩禮拜，

希望大家都能夠去，一起感恩。

弟兄姊妹要做福音的祭司，要經歷神的大能，弟兄姊妹要做福音的祭司，要經歷神的大能，

要參與植堂跟宣教的事工。

求主把這樣的志向和熱情給我們每一位。求 這樣 志向和熱情 我們每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講到福音的時後就非常地火熱，

因為我們知道是與你同心。因為我們知道是與你同心。

你願意萬人得救，也不願意一個人沉淪。

為此我們仰望你恩待我們的教會，擴充我們的肚量，

更新我們僵化的思想，

讓我們的教會在福音聖工上充滿了活力！

也將智慧、謀略的靈賜給我們，將智慧 謀略的靈賜 我們

使我們在各處能建立教會，來宣揚主你的名。

奉耶穌名禱告，阿們。奉耶穌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