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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 也能彼此劝戒
读经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戒。

15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罗十五
14-21

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

16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

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17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18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19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20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20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21就如经上所记：21就如经上所记：

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以基督为中心的宣教
罗十五14-21

诸长乐牧师 2018.10.07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上个礼拜姬井牧师在我们当中， 用「Are you ready？」

传讲信息，来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要好好地预备！特别是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地预备！特别是趁着神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

今年日本的灾难非常多 我们有水灾 地震今年日本的灾难非常多，我们有水灾、地震，
夏天的高温也一再地创新纪录；

世界各地的灾难也非常的多，上个礼拜在印尼又有很严重的海啸。
当基督徒面对各样的灾难，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近了！

因此我们要做几个准备，
第一「要警醒度日」，好好地预备自己迎见神，第 「要警醒度日」，好好地预备自己迎见神，

不要去预测主来的日子是哪一天。
第二「要殷勤地事奉」，好好地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及资源

服事神，因为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
第三「要努力地传扬福音、参与宣教、领人归主」。

太廿四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太廿四 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今年我们花很多时间思想罗马书，罗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
 始使徒保罗说：「我欠许许多多人福音的债，不管你是有教养的、始使徒保罗说：「我欠许许多多人福音的债，不管你是有教养的、

没有教养的、聪明的、愚笨的，我都欠你们福音的债」。
 接下来他讲到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然后他 了十 章的内容 讲到神永恒的计划和福音的本质 然后他花了十几章的内容，讲到神永恒的计划和福音的本质。
 十二章以后，他讲到福音在生活上的应用。

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使徒保罗对传福音的热诚，今天我们再 次看到使徒保罗对传福音的热诚，
他不仅仅自己有这样的热诚，他也劝勉罗马的教会要有这样的热诚！



他说罗马教会已经不错了，「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
但是使徒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的「记性」，但是使徒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就是上帝借着他的恩典借着我所作的工。我要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
一、祭司的事工：保罗提醒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们，

他靠着神的恩典作了外邦人的使徒，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个「仆人」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福音的祭司」，

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唯一一次称自己是福音的祭司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唯一一次称自己是福音的祭司。
他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也就是他带领归主的那些非犹太人，

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因着福音成为圣洁可以献给神。
保保罗的工作是将福音传给非犹太人，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祭司的工作，

可以将所带领信主的人当作活祭来献给神！
在旧约的时候非犹太人是不可以到圣殿去献祭的在旧约的时候非犹太人是不可以到圣殿去献祭的，

但是现在借着福音不仅可以献祭，而且可以成为可蒙悦纳的祭物，
这是一个旧约预言的应验，也是神大能的作为。

就是在福音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可以成为像以色列人一样成为祭司和利未人，
一切传福音的人都是祭司，可以把你所带领信主的人来献给神。

彼前二9-10「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神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身分，
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和使命：他在我们身上有 个托付和使命：

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是神的工作，唯有基督徒能做。
这是我们蒙拣选和蒙怜悯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要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带到主的面前。

这是很吸引我的有两个字「惟有」你们这是很吸引我的有两个字「惟有」你们！
 这世上有很事情是信不信耶稣都可以做的，要有慈惠、

爱心的作为不信耶稣也可以做，他们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爱心的作为不信耶稣也可以做，他们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但是惟有在领人归主这件事情上面，只有基督徒可以做。

因为我们自己先领受了神的恩典，
同时我们也赋予祭司的身分让我们去传扬。

每个礼拜天都会有两位老姐妹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堵我，她们为什么堵我？
要我祷告！他们知道散会以后很多人找我 他们没空！要我祷告！他们知道散会以后很多人找我，他们没空！

所以很早就来堵我！要我为他们祷告！
但是他们也很有爱心，他们不仅要我祷告，

也带很多好吃的给我⋯⋯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

有很多人跟我说「牧师啊！你的祷告特别灵！」
我以前会觉得这句话怪怪的 可是当我在思想今天的信息时我以前会觉得这句话怪怪的，可是当我在思想今天的信息时，

我觉得当我真正负起祭司的责任时，我的祷告就是灵！
但是灵，并不是照着你所希望的去应验！神就是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灵，并不是照着你所希望的去应验！神就是听我们的祷告！

弟兄姊妹当有不信的朋友请你为他祷告的时候，
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你就是为他祷告！

看出 帝 祷告上帝垂听因为他看出你是上帝的祭司，他知道透过你的祷告上帝垂听。

这是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大好机会，
也表示说这个慕道的朋友离道很近了！也表示说这个慕道的朋友离道很近了！

不要随便放弃这样的职分。

教会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崇拜神；一个是见证神。
我们崇拜神 神得荣耀 我们去传福音 向世界宣扬他的圣名我们崇拜神，神得荣耀。我们去传福音，向世界宣扬他的圣名，

当有人信主以后我们把他带来归向基督，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然后再一同出去见证上帝的作为。

路十九讲到十锭银子的比喻。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
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福音都是一样的，上帝要用你所领受的福音去做生意！
很多人听到传福音就打瞌睡 听到做生意就醒了 神真的是叫我们很多人听到传福音就打瞌睡、听到做生意就醒了！神真的是叫我们

 用福音去做生意，当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福音去领人归主的时候，
就是做好的生意！当我们生意做得好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就是做好的生意！当我们生意做得好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

 当我们懒惰不去做生意的时候，神的心非常难过，甚至我们自己
要受到很大的亏损。带领人到主的面前，是可蒙上帝所悦纳的祭物，

没有祭物的祭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祭物的祭司！
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见主！当你空手见主的时候，你是羞愧的。

圣诞节快到了 你会发现每 个来敬拜耶稣的人都是带着礼物来的圣诞节快到了，你会发现每一个来敬拜耶稣的人都是带着礼物来的。
神最喜欢就是我们带着那些失丧的灵魂，能够到他面前。



不仅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教会集体要领人归主。
如果一个教会很久都没有领人归主，很久都没有人受洗得救，如果 个教会很久都没有领人归主，很久都没有人受洗得救，

玛「我的殿荒凉」。求主帮助我们，都发挥祭司的功能。

二、大能的事工，罗十五18 他除了基督藉他所做的事，他什么都不敢提。
一个真正事奉神的人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器皿，

神借着我们来工作，拣选我们、给我们机会来工作，而真正的工作是基督的。
使徒保罗说他的工作是 个大能的工作使徒保罗说他的工作是一个大能的工作，

他是借着言语、作为，他也借着神迹、奇事和圣灵的大能来工作。

言语是口传 做为是行事为人 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言语是口传，做为是行事为人。我们都有 个责任，
福音要被人听见，也要被人看见！我们不仅传扬福音，而且要活出福音。

 这也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要差派宣教士去宣教工场。

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的通讯设备告诉那些人「上帝爱你」，
我们要派活生生的人去 住在他们当中 见证上帝爱他们我们要派活生生的人去，住在他们当中，见证上帝爱他们。

所以宣教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

同时使徒保罗讲到他用神迹、奇事和圣灵的能力来传扬神的作为，
其实神迹奇事和圣灵的大能通常有几个方面的功能，其实神迹奇事和圣灵的大能通常有几个方面的功能，

1.证实上帝的国大有能力地降临。
2.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上帝用神迹、奇事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你说你传的道有能力，你说福音是神的大能，

当有需要的时候 上帝就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使徒们所传的道当有需要的时候，上帝就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使徒们所传的道。
不仅仅借着使徒们，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上帝同样可以使用我们，

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亲自印证他的道是大有能力的。
在整本圣经中你看到神迹、奇事，不是唯一圣灵彰显能力的方法，

它有时候是导引，有时是神「道」的见证，
导引人来听神的道 来见证神的道导引人来听神的道，来见证神的道。

 这常常是灵恩派教会的一个迷思，好像没有神迹奇事就不能彰显神的道。
 其实上帝的道，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弗六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其实上帝的道，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弗六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神有一把宝剑，那把宝剑就是他的「道」，这是最有能力的。

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道要有信心，每当我们在传讲上帝的道时，
神会在听道人的思想 良心 和意志里面来工作 使他们能够听进神的道神会在听道人的思想、良心、和意志里面来工作，使他们能够听进神的道，

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不是我们的演讲技巧，而是神的道大有能力。
神将这样的能力赐给传福音和宣教的人，那些只愿意坐在教堂里做礼拜的人，

是领受不到这样子的能力。主耶稣差派12个门徒出去，差派70个人出去，
甚至在大使命的时候，他都给他们神迹奇事的能力。

我跟各位分享我每次去宣教我都很紧张 每次要出门前就准备 堆我跟各位分享我每次去宣教我都很紧张，每次要出门前就准备一堆。
 常常会很焦虑，因为有时候去比较落后的地方，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多。
 我是一个在东京大都市传福音的牧师，我只会用都市人明白的话， 我是 个在东京大都市传福音的牧师，我只会用都市人明白的话，

我讲的他们怎么懂呢？
但是感谢主每次传讲的时候，都经历了圣灵的能力，我准备的几乎都没有用，

 但到现在我还不悔改！每次去以前还是好好准备，
 可是我一上台以后，圣灵的恩膏临到，上帝就用他们能够

了解的话让我来把福音讲明 许多生活的例证都是他们懂的了解的话让我来把福音讲明，许多生活的例证都是他们懂的，
我这个时候知道我的电通了！

在圣灵恩膏里面的分享是多么蒙福…
 有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讲英文 我们不是常用英文讲道的人 有的时候有些地方需要讲英文，我们不是常用英文讲道的人，

紧张得准备半天！一上去，上帝就把一句一句的英文给你，
根本不是你自己所预备的，根本不是你自 所预备的，

而且比中文还不打结，下台以后就没了。
这是上帝的作为！

 有时候在台湾我要对只会说台语的长辈讲道；
用台语骂人我很会，用台语传福音我不灵光。
但是为了要得着这样的人就向神祷告 神就赐下流利的台语但是为了要得着这样的人就向神祷告，神就赐下流利的台语。

上帝借着我们的言语、作为来显明他的恩典。

 有一次出去传福音，音响坏了，有 次出去传福音，音响坏了，
荒山野外去哪儿找人修？按手为音响祷告！

要是在城市我就赶快找人修了，我怎么去经历圣灵的大能！
耶稣基督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



三、使徒保罗讲到他的工作是「开荒的工作」。
保罗有 年的使徒生涯 次旅行布道 他到过许多地方保罗有10年的使徒生涯，三次旅行布道，他到过许多地方，

安提阿、小亚细亚、马其顿…，他建立教会，设立长老，
他完成很大一片区域的 荒工作，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他完成很大 片区域的 荒工作，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
 第20节说他有一个志向、一个热情！人因志向、热情、盼望而伟大，
 他说我继续要去向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

向没有听过福音的族群去传福音。

腓一我们这些人很糟糕，我们连传福音这么好的事都可以有最烂的动机。
有的人传福音是要别人得救 有的人传福音是要别人得救，

 有的人传福音是要比赛谁的教会大，出于一种争竞的心理。
但是保罗说没有关系，什么动机都不重要，有人归主我就高兴。但是保罗说没有关系，什么动机都不重要，有人归主我就高兴。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它是一卷不断拓殖教会的书信，
不断地植堂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很自然的表现。

我们学习圣经敬拜 门徒训练或是传福音我们学习圣经敬拜、门徒训练或是传福音，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地去建立新的教会。

保罗事工有三个层面，1.他到一个地方就去传福音；
2.他将初信者聚集起来，用神的道坚固他们、鼓励他们；2.他将初信者聚集起来，用神的道坚固他们、鼓励他们；
3.他培养领袖来建立教会，而不是让聚会点一直维持在松散的团契里面。
一个教会不断地植堂，要甘心乐意舍去一些资源，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

我们都很喜欢上帝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愿意给出去。

纽约曾经有一个教会上帝的道很丰富，可是他们的聚会地点很小，
只能有100人 所以他们挤得满满的 许多人劝勉他们要出去植堂只能有100人，所以他们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劝勉他们要出去植堂，
他们说我们这100人太少了！等我们再多一点、我们再去！

可是他们再怎么样，就是100人！教会很奇妙地，坐满了就坐满了⋯⋯可是他们再怎么样，就是 人！教会很奇妙地，坐满了就坐满了
而且弟兄姊妹最喜欢的不是「坐满」而是「八成」，旁边可以放包包比较舒服，

所以很多教会到「八成」就不长了！后来终于忍痛分50个人去植堂，
结果上帝三个礼拜之内就把另外的 人加给这个教会 结果上帝三个礼拜之内就把另外的50人加给这个教会。

 而他们派出去的50人，在两年之内，建立一个350人的教会。
 那些同工非常懊悔说，如果我们早点顺服神， 那些同工非常懊悔说，如果我们早点顺服神，

可能已经超过1000人以上因为我们而得救。，是愿意给。

二、要放下我们原有的事工型态。
保罗说他向什么样的人 就做什么样的人 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说他向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教会长大以后一定要建立制度，制度在治理上是好的，
但在福音策略上有时候容易僵化。

只要我们所信的道是一样的，传福音的方法和策略是可以不断更新。
同时透过植堂我们可以与其他的教会有合作的机会，

就像这次 H Ch h 借我们场地就像这次 Hope Church 借我们场地。
北美许多华人教会都是美国教会愿意借他们场地之后，慢慢发展起来的。

教会拓殖也是教会增长最快的策略 每一个教会有他的生命周期教会拓殖也是教会增长最快的策略，每 个教会有他的生命周期，
一个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那个福音活力是非常活泼的。当一个教会有历史以后，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常常因为受自己的限制而缺乏了活力。
你去看一个成立十几年的教会，和一个成立五六十年的教会，就是不一样！

20岁的人会生孩子？还是60岁的人会生孩子？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 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象这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象。

拓殖教会也是栽培教会新领袖的最好方式！

我们感谢神在今年我们可以在西船桥植堂，
今年我们的主题也是「心意更新 宣教植堂」今年我们的主题也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

各位知道我们在筑波还有一个分堂，已经35年了！

我们教会35年没生小孩了！差点儿一胎或不孕症！我们教会35年没生小孩了！差点儿 胎或不孕症！
感谢主，让我们 始继续生！
求主把旺盛的生命力赐给我们！

也谢谢主这几年我们学习宣教，
我们去柬埔寨、缅甸、日本东北。

在 在 感我们在10月28号下午三点，在西船桥有一个感恩礼拜，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一起感恩。
弟兄姊妹要做福音的祭司 要经历神的大能弟兄姊妹要做福音的祭司，要经历神的大能，

要参与植堂跟宣教的事工。

求主把这样的志向和热情给我们每一位。志向 热情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后就非常地火热，

因为我们知道是与你同心因为我们知道是与你同心。
你愿意万人得救，也不愿意一个人沉沦。

为此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的教会 扩充我们的肚量为此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扩充我们的肚量，
更新我们僵化的思想，
让我们的教会在福音圣工上充满了活力！

也将智慧、谋略的灵赐给我们，也将 慧、谋 灵赐 我 ，
使我们在各处能建立教会，来宣扬主你的名。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