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命導向的基督徒 



有主的⼀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往
那從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個埃塞俄比亞⼈，
是個有⼤權的太監，在埃塞俄比亞⼥王⼲⼤基的
⼿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現在
回來，在車上坐著，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他說：
「沒有⼈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經說：
「他像⽺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羔在剪⽑的⼈
⼿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 他卑微的時候，
⼈不按公義審判他。誰能述說他的世代？因為他
的⽣命從地上奪去。』

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著誰？
是指著自⼰呢，是指著別⼈呢？」

腓利就開⼝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同下⽔裡去，腓利就給他施洗。從⽔裡上來
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 (徒⾏傳 8:26-39)



腓利下撒瑪利亞和南地 
第⼀個在撒瑪利亞傳福音的門徒 

腓利是⼤遭逼迫時下撒瑪利亞

分散的門徒雖是被迫郤仍傳道

成就了將⼤使命傳到撒瑪利亞

是門徒中第⼀個下那裡傳福音

第⼀個突破對撒瑪利亞的世仇

神藉著他傳道醫病趕鬼⾏奇事

許多⼈信了主城裡就⼤有喜樂 



聖靈吩咐腓利往南⾛到曠野去

腓利立即順從就放下⼯作前往

又跑去太監車⼦聽到他在讀經

就問他說你讀的賽53章明白麼

就從這段經⽂開始傳講主耶穌

太監信了就主動要求為他施洗

聖靈藉腓利將福音帶去了非洲 



聖靈對見證⼈腓利的引導 

1. 腓利就起身去了 

2.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 

3. 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4. 腓利就開⼝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5. ⼆⼈同下⽔裡去，腓利就給他施洗 



你起來站著，我特意向你顯現，
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

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
證明出來。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的⼿。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
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

從⿊暗中歸向光明，
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和⼀切成聖的⼈同得基業。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題。

只題祂藉我⾔語作為，
用神蹟奇事的能⼒，

並聖靈的能⼒，使外邦⼈順服。
甚⾄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

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傳福音

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傳福音 



亞基帕王阿，
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先在⼤馬⾊，後在耶路撒冷，
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

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
⾏事與悔改的⼼相稱。…

然⽽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裡復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



你要記念耶穌基督乃是⼤衛的後裔。
祂從死裡復活，正合乎我所傳的福音。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
甚⾄被捆綁，像犯⼈⼀樣。
然⽽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
那在基督耶穌的救恩，
和永遠的榮耀。 �

  

  

提後 2:7-9

傳揚不能被捆綁的福音 



1. 福音的來源是神

2. 福音證據是聖經

3. 內容是耶穌基督

4. 福音對象是萬國

5. 福音宗旨是信服

6. 目標是榮耀主名 

活出不能被捆綁的福音



保羅宣教的 3T
1.  教導真理 Teach The True
2.  改變⽣命 Transformed Lives
3.  團隊事奉 Team Work for His Kingdom

保羅宣教的 3M
1.  和好的道理 Message
2.  基督的使者 Minister
3.  福音的傳遞 Messenger

保羅宣教的 3C
1. 屬天的呼召 Calling
2. 基督的榮美 Character
3. 基督的憐憫 Compassion

保羅的宣教



那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提後 4:6-7)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
只要⾏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
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徒 20:24)



神藉他到處傳了福音建立教會

神的國度藉他脚踪不住的擴展

神也使他牧養了哥林多以弗所

在教導愛⼼關懷殷勤上作榜樣

並勇敢迎向耶路撒冷去受患難

神藉他監禁寫了監獄教牧書信

成為今日教會的純正信仰傳承 



保羅殉道前對提摩太的肺腑之⾔

時代交替福音真理和使命的傳𠄘

成為貴重合乎主用器⽫服事時代

靠主恩典剛強作基督耶穌的精兵

將不能被捆綁的真道不住的傳承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牧養祂的民

時代交替福音使命傳𠄘  



⼀、在主耶穌的恩典裏剛強起來

⼆、自潔成聖作神貴重合用器⽫

三、我們當如何面對時代的需要

靠主剛強 合乎主用



[所以] 我兒阿，

你要在基督耶穌[裏]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你在許多見證⼈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

也要交託那忠⼼能教導別⼈的⼈。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保羅---〉提摩太---〉 忠⼼能教導的⼈---〉 眾⼈

基督耶穌的恩典

⼀、在主耶穌的恩典裏剛強起來



為福音真理⽽剛強（2:1-2）

1.  在恩典上剛強（1）

“你要…剛強”: 可作“你要⼀直在恩典上，
從裡面被剛強起來”. 所以不要看環境及⼰⼒微
小，要認識神恩豐富。

2. 在真理傳承上剛強（2）

不但要堅守真理，更要交好真理傳承的棒。
要交給忠⼼可靠的⼈，那些能教導別⼈的⼈



在⼤⼾⼈家，不但有⾦器銀器，也有⽊器瓦器

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作貴重的器⽫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豫備⾏各樣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

提後 2:19-22

⼆、自潔成聖作神貴重合用器⽫



⽅法：藉著賜聖靈⽣命的律在基督耶穌裡

�   釋放了我們，使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途徑：

⽣命的翻轉：
�   聖靈按神旨意為我們禱告、引進安息

處境的制作：

�   萬事按神美意互相效⼒讓我們得益處

結果： 效法神兒⼦的模樣、彰顯神的榮耀

作神貴重合用器⽫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歸正、教導⼈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得以完全、

預備⾏各樣的善事。

有得救的智慧

使⼈歸正學義

使我們得以完全

使我們改變得以⾏善
(提後 3:15-17)

作無愧的⼯⼈，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我們如何明白現今時代的需要？

如何與神同⼯參與祂時代的⼯？

我們當如何預備自⼰讓主使用？

我們當如何按神⼼意⽣活事奉？

教會當如何更新異象完善目標？ 

三、我們當如何面對時代的需要



1.  忠⼼的管家 ：

2.  基督的精兵 ：

3.  得勝的勇⼠ ：

4.  得糧的農夫 ：

5.  福音的使者 ：

6.  無愧的⼯⼈ ：

7.  貴重的器⽫ ：

8.  恩慈的牧者：

真道傳承 ：

軍中當兵 ：

場上比武 ：

勞⼒耕種 ：

基督救恩 ：

正意分解 ：

自潔成聖 ：
 

勸慰關懷 ：

時代交替

受苦⼼志

遵⾏主道

多結果⼦

永遠榮耀

得神喜悅

合神使用
 

使⼈歸正

保羅列舉了⼋項合乎主用的角⾊



安哥拉監獄位於路易斯安那首都BATON ROUGE 北邊六⼗
英里。 它占地⼀萬⼋千英畝,比曼哈頓還要⼤。 

監獄的⼈⼝約有五千三百⼈,百分之⼋⼗五都是終身監禁
⽽且無法保釋。逃⽣是⼏乎不可能的事。

幾年之前,這個監獄是全國最⾎腥的監獄。當囚犯被帶進
來,會先給他⼀把⼑⼦,好在監獄裡保護自⼰!

⾎跡在地板、在牆上到處都有。這個地⽅非常殘酷,
在囚犯當中⽣存本身就是⼀場戰⾾。 

然⽽出現了⼀位對基督非常委身的監獄長,他有神的呼召,
他要改變這個地⽅,建立他的隊⼯。現在,安哥拉監獄成了
全國最安全的監獄,獄卒和囚犯都不准許說髒話,監獄裡能
常聽到⼈唱出「奇異恩典」的歌聲,原來牆上的⾎跡改換

成聖經的經句,許多牢房裡都有聖經。
連不信耶穌的州議員都承認這個改變的事实。

活出不能被捆綁的福音



在神豈有難成的事 ?

莊稼多⼯⼈少

我們求神就差

我們肯神就能

流淚帶種出去

歡喜帶捆回來

我何時才去呢



祂在沙漠開江河、在曠野開道路

祂能在我們的⽣活⽣活事奉中

在沙漠開江河、在曠野開道路

只要我們肯、祂就能

所以，我們當在基督耶穌裏的恩典上

剛強起來、自潔成聖

作神合乎器⽫、肩負傳承時代使命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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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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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為中⼼

2.  聖經為依據

3.  聖靈為引導

4.  門徒為導向

5.  福音為使命

6.  教會為基地

7.  地極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