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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約翰

孫約翰牧師，畢業於台灣浸信會神學院，

東海大學肆業，之後赴美深造，自波特

蘭華納太平學院 (Warner Pac i f i c  Co l l ege )

畢業。34 年前（1972 年），前往加拿大

溫哥華開創聖道堂，目前每主日崇拜人

數，約有二千人。於 2002 年 3 月從主任

牧師職位退休，但仍常被邀至各地主領

佈道和培靈奮興聚會。

傳福音的異象

這次
承蒙海宣大會的邀請在夏

令會中分享，心中深感是我

最大的福份，在年老的時候還有機會為主

作工真是喜樂。我在 �� 歲時便認識海宣

創辦人吳勇長老，現在 76 歲，相識已 55

年了。那時在浸信會神學院讀書，吳勇長

老大病剛剛初癒就到神學院作見證。內人

認識長老更早，在台大讀書時在許昌街聚

會參加唱詩班。所以我們跟海宣的關係很

密切，能在此分享主的恩典，真充滿感

謝。我現在已退休，退休的英文是 retire

。計志文牧師八十歲時，有人問他：老先

生 are you retire ？計牧師答：I’m never 

retire, always be rehire，計牧師講道滿有

活力。現在也有人問我退休了沒？我不敢

說我 rehire，但是我說我是 recycling，是

廢物利用 . 我從教會退休，已滿五年了，

謝謝主的恩典還能到處服事眾教會。

我住在加拿大溫哥華，有很多人會



Summer Camp  Report

2007 年七月－九月 7

Summer Camp  Report

到溫哥華去觀光或探親，如果弟兄姐妹從

未到過溫哥華，在溫哥華也沒有同事、親

人、同學、朋友，那麼我就是你的同事、

親人、同學、朋友，如果到了溫哥華沒人

接機，你打個電話給我，我的家離飛機場

只有十分鐘，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請我

吃飯。溫哥華的中國菜是北美最好的，各

個地區的特色菜都有。不但要請我，我有

十六個全職同工，加上他們的配偶，一起

來陪你們吃飯，這樣比較熱鬧不單調。還

要不要我來接呢？ 197� 年我從美國移民

加拿大到聖道堂開荒，是神給我的感動和

帶領，當時只有兩個家庭，我與內人從西

雅圖每週開車去溫哥華，差不多有一年之

久，當時年紀輕不覺得遠，現在則不同，

一提起從西雅圖開車到溫哥華，因著路途

太遠都不敢去了。年輕則不同，有夢想有

抱負，不會覺得遠。

讀經

林前 9:16「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

因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傳福音，我便有

禍了。」這是保羅說的話，也應該是你我

講的，下面又說：「我若甘心做這事，就

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再看 �3 節「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

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第二處在箴言 �9:18「沒有異象（或

作：默示），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

便為有福。」

歐洲禮拜堂成為觀光聖地

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到過歐洲，

瑞士、英國、法國、盧森堡、德國，每到

歐洲都會看見很多富麗堂皇、古老而宏觀

的教堂，但是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大教堂；

裡邊可以坐 700 人到 1000 人，禮拜天

早上聚會時只有 30 － 40 人。也有把非

常美觀的教堂變賣了，賣給建築商做公寓

，有的或做夜總會甚至成為賭博之用。這

些禮拜堂成為觀光聖地，當我們看見這些

禮拜堂時，心中會非常惋惜，想到過去神

興起祂的僕人把教會建立起來，許許多多

的人曾在此地敬拜、頌讚、事奉神，但是

今天聚會的人數卻是寥寥無幾，小貓三、

四隻。

如果有機會到溫哥華，可看見許多

佛堂，有很多人在那裡膜拜，大大小小的

佛堂很多都是從基督教教堂改變的。今天

在加拿大溫哥華，特別是西國的教會，聚

會的人數特別少，年輕人不願意到教會，

聚會的人都是老人家，為什麼呢？當時建

了那麼大的教會，曾經火熱的教會，為什

麼現在人少了？為什麼？正是箴言 �9:18

所說：「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放肆的意

思是好像馬脫了韁一樣，沒有一個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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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的方向，隨便奔跑，如果沒有異象不僅

如此，民就放肆也可以翻譯成：「民就滅

亡。」這是何等重要的信息。滅亡與異象

是息息相關的，沒有異象民就滅亡，為什

麼在歐洲、加拿大的教堂被變賣成為佛堂

、賭場、夜總會？那是因為沒有異象，沒

有異象，人就不會蒙恩得救；沒有異象，

民就滅亡。

傳福音要有異象與使命

今天我們同聚在此，何等盼望上帝

幫助我們看見異象，這異象是與人的靈魂

得救息息相關的，就是傳福音的異象，唯

有福音才能使人蒙恩得救，真正悔改認罪

，才有永生的盼望。而異象是何等的重要

，有異象必有使命，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

從埃及帶領出來，到迦南美地去，在何烈

山上神讓摩西先看見異象，不僅讓他看見

異象，也給他一個使命，神說：「我的百

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

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

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

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但是神要摩

西去。神一再地說：讓我的百姓從埃及地

出來，到神所預備的迦南美地。神要基甸

從米甸人的手救出以色列人，當時以色列

人被米甸人擄去，被綑綁沒有自由，神要

基甸救出他們，也是先給他看見異象，再

給一個使命。保羅亦是如此，保羅說：「

我從未違背天上來的異象」，這異象就是

傳福音的使命。傳福音對今天的教會是何

等的重要，如果今天教會不傳福音，人們

怎麼蒙恩得救？如果沒有人傳福音誰能

聽見呢？如果沒有差遣者誰去傳福音呢

？傳福音是今天教會的當務之急。有人說

差傳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說門徒訓練是最

重要的。如果你看聖經，會知道傳福音才

是最重要的，是不可少的，如果教會不傳

福音，怎會有人蒙恩得救？

傳福音是當務之急

今晚我們再來思想三件事：第一件

事，傳福音是今天教會的當務之急。首先

，傳福音乃是天父的心意，提前 �:4「他

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後 3: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

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這兩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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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描述天父的心意是不願一人沉淪，乃

願人人悔改。因為願意世人都得救，所以

才差祂兒子到世界，天上父親的心意，就

是要萬人得救。路加福音十五章講了三個

比喻，失羊、失錢、浪子的比喻，小兒子

出去了，他在外面任意放蕩，把父親給他

的家業都花光了，最後窮苦起來。當他最

後決定回家時，他父親遠遠地看見，就跑

過去抱住他連連與他親嘴，為什麼能看見

呢？相信從小兒子離開時，父親就開始在

日夜等候，期盼兒子回來。當他看見兒子

衣衫襤褸，全身骯髒不堪，拖著沈重的腳

步一步一步地走來時，父親一眼就看見了

，這是父親的心。傳福音正是天父的心。

其次，耶穌從死裡復活後天使對門

徒說：「快去告訴他的門徒，說他從死裡

復活了，並且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

主耶穌最後在加利利山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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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父、子、聖靈的

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

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

界的末了。」（太 �8:18-�0）不僅馬太福

音記載了，馬可 16、路加 �4、約翰 �0、

徒第一章都有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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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我的見證。」聖靈充滿必得到能力是要

去作見證，作復活的見證。無論是彼得、

保羅、司提反或其他的門徒，每一次講道

都是傳講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見證。這

是在加利利山上主耶穌的最後一個命令。

第三方面，路加福音十六章講到討

飯的死了，被天使帶去放在亞伯拉罕的懷

裡，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一個死到

亞伯拉罕的懷裡，一個死到陰間裡。財主

在陰間受痛苦，火在燒蟲子不死，他看見

亞伯拉罕就喊著說：「我祖亞伯拉罕哪，

可憐我吧！打發拉撒路來，用指頭尖蘸點

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裡，

極其痛苦。」亞伯拉罕沒有答應他，他說

我們中間有一個鴻溝，你我無法踰越。於

是財主說：「我祖啊！既是這樣，求你打

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弟

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

到這痛苦的地方。」今天在地獄裡發出呼

聲說，傳福音，免得骨肉之親來到這痛苦

的地方，你聽見這痛苦的呼聲嗎？

第四方面，是遠方的呼求，關於馬

其頓的呼聲。保羅到亞西亞，聖靈禁止他

在那裡講道，保羅又要往庇推尼去，耶穌

的靈卻不許。傳福音耶穌的靈還要管住，

沒辦法就只好下到特羅亞去，晚上看到異

象：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

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以為神召

他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於是起行前去。

神一方面攔阻保羅，另方面也為他開了一

道門。你呢，有沒有聽見馬其頓的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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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住在西雅圖，內人在學校教

電腦。有一段時間我禱告求主帶領我開拓

新的教會，經常為此事禱告。有一天到領

事館去，拜訪李總領事他也是教會長老

，不久有兩個人進來，他們簽證快辦好時

，我詢問溫哥華情形如何？心情正是尼希

米詢問耶路撒冷的教會。這兩位過去曾聽

過我講道，他們答說：「溫哥華教會情形

不好，教會分裂，有些人到西國教會去了

」。最使我傷心的是有很多人離開了教會。

神對我說，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於是我

與內人禱告，先做社區工作，第四年全家

就遷至溫哥華。異象何等重要，馬其頓的

聲音帶領我們前往。可能是南美洲的聲音

，也可能是非洲、印度、印尼的聲音，來

！幫助我們，需要主的福音，認識神。

第五方面，我們為什麼要傳福音？

因為人心的需要。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傳

福音，被打得遍體鱗傷，最後被關進監牢

，他們在黑暗的牢獄中唱上帝的讚美詩，

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

獄卒問：「兩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能得

救？」在你我的週遭有多少人的心靈就是

這樣渴慕？我當怎樣行才能得救？才能

蒙恩？才能脫去將來的地獄之火？在我

們的四周，同事、朋友、同學……正發出

呼聲說，我當怎樣行才能得救？傳福音基

於呼求的聲音。

看看現今的情況，我們知道主來的

日子近了，當主再來時，你我可以結多少

福音的果子？路加 13:9：「以後若結果子

便罷，不然再把他砍了」，如果今天神還

給我們氣息、生命、好的環境、好的智慧

、恩賜，我們還不結果子，怎麼對得起所

愛的耶穌基督？

傳福音要有負擔

第二件事是傳福音要有負擔，要有

愛人靈魂的心。有了異象一定有使命，沒

有使命，這異象不一定是從神來的，從神

來的異象一定有使命。有了使命一定要行

動，沒有行動便等於沒有使命與異象。行

動以前要有負擔，必須有愛人靈魂的心，

多少時候看見人一個一個往地獄走，我們

卻袖手旁觀，自己得救了可以進入新天新

地了，別人沒有得救下到陰間，不關我的

事。所以，異象、使命、行動構成了傳福

音的負擔，以及愛人靈魂的心。徒 17 章

：保羅在雅典，他等候西拉和提摩太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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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滿城都是偶像，他心裡著急，他心

中有愛人靈魂的心。當以斯帖想到自己的

同胞，1� 月 13 號，1�7 省的猶太人都

要被殲滅，她拆穿了哈曼，她跪在王的面

前流淚哀告，說何忍看見同宗的人被滅呢

？她為了同胞的生存流淚，求王廢除這個

旨意。保羅說：「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

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羅 9:3）。主耶穌也曾三次哀哭，第一

次在拉撒路的墳前；第二次在客西馬尼園

大聲哀哭；，第三次是在快到耶路撒冷時

（太 �3:37-38）。救世軍的創辦人威廉布

斯說：「如果要我的軍官去傳福音，他們

應該先到地獄去 �4 小時。」到過地獄 �4

小時，看見地獄的慘況就不敢不傳福音。

宋尚節博士，他在美國六年拿到碩士博士

學位後，有很多教書的工作機會，前途一

片光明燦爛時，為什麼他回到中國，把文

憑丟到大海洋裡？趙世光牧師說：當宋尚

節在精神病院 196 天當中，有一天看見

地獄的火。一天晚上他聽見隔壁有人在慘

叫，走去看時，就看見了地獄的火，於是

他將自己委身於最迫切的福音事工。他無

論到那裡，每次講道都好像要爆炸了。他

最近所出的一本書有幾句話：「我立志要

回中國傳福音，我要把福音傳給中國的同

胞，就是死我也甘心。」

今天我們在這樣好的環境，神給我

們很多機會、資源，但是我們對傳福音漠

不關心。在浸神唸書時我的同學，他曾是

中學的導師，後來神呼召他出來。他見證

說：「每次看見有人在出殯，吹吹打打時

，就會流眼淚，又有一個人下地獄去了」。

你我是不是袖手旁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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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要付代價

第三件事是，傳福音要付代價。傳

福音有異象、使命、行動和負擔之外，還

要付代價。任何事都要付代價，做生意，

科學家、文學家，甚至要拯救人的靈魂，

不能不付代價。早期宣教士到中國傳福音

，戴德生、馬里遜離開美麗的家鄉，有很

好的環境、前途，為了愛中國、印度，為

了愛世上很多很多的人，拋棄了自己的家

鄉和享受，乘船半年的時間，來到我們中

間，要學習我們的文化、語言、一切，最

後還死在中國。我們教會兩位宣教士，是

一對年輕夫婦，神感動他們到尼泊爾去，

他們放棄了優渥的收入、享受和權利，毅

然決然到尼泊爾去，為的是愛人的靈魂

。也有人過著相當簡僕的生活，到中國教

學，拯救人的靈魂。今天你我為了傳福音

，願不願意付代價？為了使人得著福音的

好處，放棄這個那個，你願不願意？我們

總是對主說：「主阿，我願意。」

韓國人在傳福音方面比我們強，在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韓國人在傳福音，有的

韓國人說，我們生下來就是為中國人傳福

音的。一位愛主的韓國姊妹，她被主光照

改變，不僅傳福音還把生命獻上。有一天

神呼召她成為宣教士，她在禱告中知道被

差派到日本去，她說那裡都能去，日本不

能去，因為日本曾虐待韓國人。主說就是

日本，她掙扎禱告了很久，最後投降在主

面前去了日本。她去日本傳福音死在日本

，神也藉著她結了很多果子。

主耶穌曾三次問彼得：「約翰的兒子

西門，你愛我嗎？」彼得說：「主啊，是

的，你知道我愛你。」（約 �1:16-18）耶

穌說：「你牧養我的羊。」第三次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

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

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

羊。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

，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

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

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

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傳福音以致

於死，這是代價。每一個到中國來的宣教

士都曾經付上這樣的代價，你願不願意付

代價？付代價傳福音一定會結果子。■

傳福音的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