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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的意義與態度 
面對福音，人要以「相信」來作回應。

一.前言

臺中新任市長林佳龍為了兌現選前的政見，自2015年7月8日起，免費公車由8公里

延長為10公里。對臺中市民而言，這是一個「好消息」，不僅通勤族每天可省下一些

車資，旅遊族也能搭乘公車走得更遠，省錢玩透透。

《聖經》中是否也有「好消息」的記載？《舊約聖經》與《新約聖經》的「好消

息」有何不同？我們要傳揚「好消息」的態度為何？以下擬根據《聖經》來探討這些

問題。

二.《舊約聖經》「傳福音」的意義

「好消息」在《聖經》中翻譯為「福音」。「傳福音」的「傳」是動詞，意思是

正式的、公開的宣講；而「福音」是名詞，意思是好消息。

在舊約時期，就家庭方面而言，當男嬰誕生時，「報信」會報消息給他的父親

（耶二十15）。就軍事方面而言，當兩國交戰時，「報信」會宣佈交戰的結果。例如

非利士人與以色列人爭戰，掃羅和他三個兒子，以及跟隨他的人，都一同死亡。非利

士人就割下掃羅的首級，剝了他的軍裝，打發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報信」與他們

廟裡的偶像和眾民（撒上三一9）。「報信」的希伯來文意思是帶來消息，通常是「好

消息」。

因為以色列人是神的選民，而以色列國是由神來掌管，神成為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祂要幫助以色列人與敵軍爭戰（書五14）。所以「傳福音」也與神的信息有關。

例如神幫助以色列人佔領應許迦南地的時候，「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群」（詩六八

11），她們拿鼓跳舞歌頌耶和華，並且集結成群地去宣揚勝利的消息，因祂大大戰勝

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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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亞蘭王便哈達聚集他的全軍，上來

圍困以色列的撒瑪利亞。神使亞蘭人的軍隊

聽見車馬的聲音，是大軍的聲音；他們就彼

此說：這必是以色列王賄買赫人的諸王和埃

及人的諸王來攻擊我們。所以，在黃昏的時

候他們起來逃跑，撇下帳棚、馬、驢，營盤

照舊，只顧逃命。有四個長大痲瘋的人，到

了營邊，進了帳棚，吃了喝了，且從其中拿

出金銀和衣服來，去收藏了。那時，他們彼

此說：我們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

的日子」，我們竟不作聲！若等到天亮，罪

必臨到我們。來吧，我們與王家報信去！他

們就去叫守城門的，告訴他們說：我們到了

亞蘭人的營，不見一人在那裡，也無人聲，

只有拴著的馬和驢，帳棚都照舊（王下六

24，七3-10）。

再如當耶路撒冷淪陷，猶大國滅亡，百

姓失去盼望。就人短暫的角度來看，大衛王

國已經滅亡，「大衛之約」已經廢除，他的

後裔並沒有永遠為王。但神是信實的，祂不

會背棄祂的約。從神永恆的角度來看，「大

衛之約」並未廢除，大衛王國依然堅立。

一方面，神要親自作王（賽五二7）。另一

方面，神要親自成了肉身到世上，就是主

耶穌基督；按肉體說祂是大衛的後裔，祂

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因而以賽亞先知預

言說：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

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

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賜華冠

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

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

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賽

六一1-3）。這就是神要差遣耶穌來到世

上，叫祂「傳福音」給貧窮的人；使被擄的

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

由。這事在新約

時期已經應驗了

（路四18-21）。

201801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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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約聖經》「傳福音」的意義

1.耶穌受死前「傳福音」的意義

在耶穌受死之前，有關的事蹟是記

載在四福音書中。其中，傳福音的人有

施洗約翰、耶穌和耶穌的門徒，而且是

以猶太人作為傳講的對象（太十5-6）。

在四福音書中，福音的意義包括兩

項，第一，是耶穌的降生。舊約先知的

預言，到新約時期實現，就是救主耶穌

基督的降生，這是「大喜的信息」，是

關乎萬民的（路二10-11）。第二，是神

的國近了。耶穌在世的時候，宣傳神的

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一14-15）。

所以福音的內容與「神的國」有關。在

「神的國」裡，耶穌要作王，信徒要

臣屬於祂。要如何臣屬於耶穌？首先，

要悔改（太四17），也就是要改變信

仰，要離棄罪惡歸向神。其次，要相信

耶穌，就能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三

16）。再者，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也就

是將《聖經》的教訓在日常生活中實行

出來，才能進天國（太七21-23）。

2.耶穌受死後「傳福音」的意義

在耶穌受死之後，有關福音的內容

主要記載在《使徒行傳》與保羅的書信

中。其中，傳福音的人是每位信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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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宣揚

神的美德（彼前二9），而且是以猶太人

及外邦人作為傳講的對象（加三28）。

在《使徒行傳》與保羅的書信中，耶穌

基督成為福音的主題。福音的內容包括主

耶穌的受死和復活，藉此祂戰勝死亡，且得

以升高成為主，將來祂要審判萬民。例如在

《使徒行傳》中描述，神藉著耶穌基督「傳

和平的福音」，猶太人竟把祂掛在木頭上殺

了。第三日，神叫祂復活，顯現出來。祂吩

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祂是神所立定的，

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眾先知也為祂作

見證說：凡信祂的人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

（徒十34-43）。又如在保羅書信中描述，

保羅「傳給信徒的福音」，就是基督照《聖

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十二使徒與五百多

弟兄看。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

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

國交與父神。因為基督必要作王，萬物都服

在祂的腳下（林前十五1-28）。

四.「傳福音」的態度

1.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面對福音，人要以「相信」來作回應。

所以耶穌吩咐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

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

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

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

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可十六15-18）。

使徒保羅也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

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

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神設立耶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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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

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

的罪，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祂自己

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既是這樣，哪裡

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沒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嗎？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

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

法（羅一16-17，三25-28）。因而保羅在「傳

福音」的時候，除了基督藉他作的那些事，

他甚麼都不敢提，只提基督藉他言語作為，

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

人順服（羅十五18-19）。

2.傳福音不用智慧的言語，只傳釘十字

架的基督

我們「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為十字架的道

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

人，卻為神的大能。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

不認識神，神就樂意用人所當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這就是神的智慧了。猶太

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

「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

石，在外邦人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

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

的智慧（林前一17-24）。

3.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傳道

使徒保羅在離世前吩咐門徒說：務要「傳

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

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

人。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

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並

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你卻要凡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禁

食禱告的經驗。在禁食的期

間，有人會立下志願，有人會

為某些事情特別祈求。但，是

什麼原因讓您想禁食禱告呢？

過程中是否有些考驗？也有

人說，禱告不能改變神，但可

以改變自己。您也是如此認為

嗎？在禁食禱告中，您是否已

獲得更多的造就？

禁
食
禱
告
的
經
驗

來稿請註明「主題徵文」

字數：2500

截稿日期：2018/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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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

的職分（提後四1-5）。

4.傳福音可能會受苦難

使徒保羅「傳福音」的內容是耶穌基

督乃是大衛的後裔，祂已經從死裡復活

了。他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

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

所以，他為選民凡事忍耐，叫選民也可

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

榮耀。保羅願意為耶穌殉道，因他知道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我

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我們

若不認祂，祂也必不認我們；我們縱然

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

自己（提後二8-13）。

5.傳福音要作靈修的功課

信徒「傳福音」作聖工，也要作靈修

的功課，不斷地追求完全。因為末世來

臨時，有人會「傳不一樣的福音」（加

一9）。所以在道理方面，我們要進步

到長大成人的階段，能夠吃乾糧。當我

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後，就能夠分辨好

歹了（來五12-13）。此外，在行為方面

也要追求完全。我們要脫去從前行為上

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

壞的；又要將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

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

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20-24）。倘若

我們不願作靈修的功課，恐怕我「傳福

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九

27）。

五.結語

《聖經》記載：「報福音」、「傳喜

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然而，人

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聽見祂，怎能

信祂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羅十

14-15）。「福音」是好消息，原本是人不

配得的，但神卻將這恩典賜給一切相信的人

（羅一16）。為了感念主恩，我們白白地

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太十8），因而要

努力「傳福音」。耶穌吩咐我們要去「傳福

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太二八19）。

使徒保羅也勉勵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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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九16）。此外，

我們信主以後，要將「福音的真理」存在

心中，不要去從「別的福音」（加一6，二

5）。神藉著信徒所傳的福音選召我們，好

得著主耶穌基督的榮光。神從起初揀選了我

們，叫我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

聖潔，能以得救。所以我們要站立得穩，凡

所領受的《聖經》教訓都要堅守，就能進入

永恆的天國（帖後二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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