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欠了福音的債』
(羅馬書 1:13-17)

蕭德謙弟兄



教會的首要責任
1) 自己：(4個必須) a. 常常省察自己, 是否活在信心中;

b. 嚴厲的批評自己, 隨時樂意做出修正; c. 常常活在
悔改的狀態中, 全心追求神; d. 不斷的根據聖經經文
審查自己的生命和行為, 使自己生命與神的旨意一致

2) 世界: (2個必須) a. 教會必須知道他為何留
在地上, b. 他必須承認他欠了全人類的債

其實教會和每一位基督徒都欠了福音的債



宣道年會後, 我更加覺得欠了福音的債

他們的團隊將福音
傳到中國少數民族



欠了福音的債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
們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
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論是希利尼人，
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
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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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
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生。” (羅1:13-17)



我們一起禱告



背景

• 主後57年寫
• 寫作地點 : 哥林多 (第3次旅行佈道,徒18:23)
• 帶著外邦人的捐款回耶路撒冷
• 計劃去羅馬, 甚至到西班牙去 (15:28)
• 先寫信給羅馬教會
• 在耶路撒冷被囚, 兩年後才行動
• 保羅到了羅馬, 徒28:31: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
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
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如同在其餘的外邦
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v13

保羅的迫切感: 福音在外邦人當中已經傳開了!

他定意要往羅馬去: 結福音的果子



從三方面看到保羅傳福音的迫切感

(一)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
都欠他們的債。v14

(二)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
的人。v1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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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希利尼人。v16



(一) 為什麼保羅說他欠了福音的債呢?

從他被呼召開始: 徒9章, 主耶穌
委託他一個責任: 將福音從猶太

人 人傳到外邦. (徒1:8)

他個人的領受: 欠了福音的債. “若不傳福音, 我便有禍
了”(林前9:16)



欠了福音的債 ≠ 借了錢要還錢;
好像人家委託你做的事情還沒有完成

耶穌也將傳福音責任委託了你我. 我們有欠債的感覺嗎?

宣道年會對你我很大的
震撼: 韓國人和美國人對
我們中國小數民族傳福音.
你我去了哪裡?



耶穌卻提醒門徒:
“要收的莊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
你們當求莊稼的主, 打發你們出去
收他們的莊稼.”(太9:37-38)

從耶穌的眼光看三谷地區:
“要收的莊稼”=華人福音對象多;
“做工的人少”=傳福音的人少.

求主差派你我出去: 從本地到世界各地!



傳福音是每一個基督徒的責任.
一位宣教士曾經說過: “不能有藉口不傳, 不能說沒有
恩賜不傳, 不能說不知道怎樣傳.”

宣道組有傳福音訓練, 所以人人皆兵!

宣道年會收到的回應卡:
大人: 70多份
青少年: 70多份
兒童: 20多份



怎樣回應大使命具體呼召呢?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
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太 v18-19)
“去”= 門徒帶著權柄出去的. 捨己, 負起大使命的
責任, 離開安樂窩 (先好好受裝備)

使他人“作主的門徒”= 門徒訓練 (先自己做個好
門徒)
沒有聽從主的命令 = 虧欠了主的吩咐 = 欠了福音

的債.



(二)“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
的人。” v15

神所要的是一顆願意的心
(以前跟現在都一樣)

是什麼阻攔你我傳福音?
缺乏愛靈魂的心, 忙於生活, 家庭,
工作… 藉口

耶和華見證人, 伊斯蘭教積極在傳教, 你我?



為甚麼我們常覺得無力傳福音？

根據調查, 有下面五個原因:
第一，教會將基督徒與非信徒分開。
第二，認為傳福音是特殊使命。
第三，教會不談論跟隨基督要付上的代價。
第四，期待即時的果效。
第五，不清楚福音信息。



神並沒有定出一個很高傳福音的標準和資格，只要求信
徒各人“盡力”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 6:5)

每個肯為主盡力的人，都能在傳福音的工作上被主使用

保羅能將福音傳開的原因，還不是他大有能力(能力從
神而來)，乃是因為“他情願盡力”v15



不肯盡力的後果: 被主人責備 (你這惡僕!)
那個把銀子包在手巾裏的僕人，不是因為他的銀子

少，乃是因為他根本不肯盡力去做買賣。他推想主人的
要求很高，自己無法做得到，結果便完全不做。(參路
19:20-22)

肯盡力的都被主大大使用:
戴德生宣教士, 在中國宣教50年. 內地會è OMF (金

志文宣教士團隊服事的機構)
美中的高榮德牧師
美國的Billy Graham 佈道家



我們今天的挑戰是什麼?
你我肯盡力被主使用嗎?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
我們去呢？”(賽6:8 上)

盼望你我回答說: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賽6:8 下)



我們怎樣可以像保羅那樣感覺到欠了福音的債?
有一個強烈的責任感
有一個肯願意並且盡心盡力去做的精神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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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希利尼人。” v16



當時的人將傳福音作為羞恥, 因為拿撒勒人耶穌是被
自己同胞厭棄的人。“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
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賽53:3)

對保羅這個羅馬公民來說, 傳講耶穌就更被猶太人厭
棄.

保羅卻不將傳福音作為羞恥, 而不少基督徒卻自以為
羞恥. 為什麼? 問題是對救恩不清楚.



為什麼人需要得救呢? 人的罪
福音 = 拿撒勒人耶穌(上帝的獨生愛子)為罪人釘死

在十字架, 贖了世人的罪. (約3:16)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v16

神的大能: 叫耶穌從死裡復活,
這是真正的福音



用信心相信拿撒勒人耶穌 = 得到福音
徒10:43:“…凡信他名的人, 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羅10:9-11: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

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經上說: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
於羞愧。”

v17: “義人必因信得生”
義人 = 得蒙赦罪的人.
得生 = 生命得救, 得永生



Larry 傳福音遇到的一些難處:
* 發福音單張被人罵
* 向朋友傳福音, 家人卻不讓他進
他們家
Larry學到的功課: 傳福音是我的責任; 人家接不

接受是他的責任.

宣道年會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們 : 讓我們從神哪裡得
到的福傳給別人!

神作事(救恩)是有規律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
人(外邦人)”



結語

神已經交託傳福音的責任給我們(外邦人),
怎樣回應呢?
1) 不要讓傳福音成為你我的阻攔,“凡信他(耶穌)的人，

必不至於羞愧。”
2) 立志將上帝的禮物傳給別人, 從內到外的心態 (內

心的改變, 加上行動). 積極參與宣道年會回應卡所
填寫的.

3) 為傳講福音盡力 (“若不傳福音, 我便有禍了”(林前
9:16),讓你我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一起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