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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势在必行》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

天我的题目是「一个全方位的异象」。 

 

在你翻到罗马书第十五章之前，我要说一个故事，做为我们一起研读神话语的引言。

我知道，我以前可能也说过，传道人都有点儿夸张的倾向，为这件事，我要道歉，但

我要你知道，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没有夸张，你大概想我这样说肯定夸张了，但是我

将要说的这个故事并没有。 

 

我有机会到这间教会讲道了好几次，神让我有机会和这间教会建立关系，这间教会在

离我们较远的西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那是一间小型教会，并不是很大的教会。他

们当中有一些会友在一次特会中听我讲道，便邀请我到他们的教会去讲道，我之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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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间教会好几次。他们当中有一群人固定在为我祷告，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向他们

提出过我的需要，一次也没有，但他们却固定为我奉献，为神带领我在做宣教事工摆

上。 

 

在一个特别的主日，我被安排到那个教会去讲道，我和我的妻子海瑟星期六就开车出

发了，我计划要讲的内容是大使命，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到达那

里，牧师、师母，两位执事和他们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之后，我们便围着坐

着聊天。 

 

我坐在那里，跟他们谈到神在我个人生活上的带领，谈到神让我成为祂宣教事工的一

部分，在新奥尔良市中心服事一些无业游民或是来自各国的人士，然后我开始和他们

分享，神也在海外一些非常艰困的地方开路，并且用很多方法将福音传到这些相当抵

挡基督的人当中。 

 

最让我难忘的是，就在我分享时，其中一位执事从位子上站起来，注视着我的眼睛

说：「大卫，我要你知道，我听到你说的这一切我有多么激动！」他说：「你知道，

如果你问我对那些反基督教的人的想法，我会希望神毁灭他们，让他们直接下地

狱。」你问我对这样的反应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惊愕得

说不出话来。 

 

在谈话继续的过程中，我开始想，好，我明天准备要讲的题目是大使命，这应该会是

很精彩的一件事。第二天早上起来，到教会参加主日敬拜，教会牧师在欢迎讲员以及

全会众来到这里，我就要上台时，牧师开始提到他有多么高兴住在美国，他永远也不

会离开这里，住到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因为这里是多么的美好。 

 

这是一段真正爱国的演讲，我开始想，哇，这牧师刚刚才对会众宣布了他永远不会住

到美国以外的国家，而我接下去要说的是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一定非常有趣。 

 

我起身开始讲道，最后发出邀请，当然在那天没有多少人响应这信息，我记得，当时

我还在台上，礼拜就要结束，牧师站起来说：「在我们散去前，这里有一些话我必须

要说。」我想：「喔，太好了，好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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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分享，他说：「大卫，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告诉你的，我要你知道，我们很高兴

神在你生命中让你经历的事。」然后他当着全会众的面前看着我，继续说：「我们向

你保证，我们会继续为你奉献，让你可以继续宣教事工，那么我们就不用自己到那些

地方去了。」 

 

就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到一直站在我身后的妻子把手放在我肩上，她知道我有多么挫

折，而那位牧师仍继续说着，「我记得在我上一个服事的教会，有一位从日本来的宣

教士，他分享了许多神在那边做的事，我就告诉我的会友，如果他们不支持在日本的

宣教事工，那么我就祷告神会差遣他们的孩子跟这位宣教士去日本宣教。」好像这是

一场交易，而他说：「我们给这家伙一台计算机。」他继续列举许多类似支持这样的

宣教士的例子，然后礼拜结束。 

 

海瑟和我在开车回家途中一路沉默着，我们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我开始生气，然

而就在那个生气的当头，神好像扭转了情势，让我开始想，你知道的，那些执事们和

那位牧师说的，其实教会大部分的信徒也这么想，只是他们还不够大胆地说出来。 

 

现在，在你说「你操之过及了，大卫，你这样说有点儿太冒失了，你不觉得太苛求我

们了？」之前，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像那些居住在市中心的人

一样，是可以不要耶稣基督的？又有多少人像那些以为只管奉献，就可以不用自己去

宣教之地的？有多少人是真正在祷告的？有多少有孩子的父母是认真为自己的孩子祷

告，求神兴起你的儿子、女儿，愿意奉献生命，进到中东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又

有多少认识神的教会，像那些数以百万从未听闻过耶稣却觉得无所谓的人一样？ 

 

我希望我们能深思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今日美国面临最重要的问

题。我希望我们能诚实地面对神的心意，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意义，特别是为了教

会。 

 

今日教会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那些从未听过耶稣的人下场会如何？」现

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超过十亿的人没有听闻过祂的名字，从

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我在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遇过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祂的

名。你说耶稣，这可是第一次听到，那是谁？十亿以上的人从未听过祂的名，我认为

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我知道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Página (Page) 4 

 ©  David Platt & Radical. 

这是个沉重的问题，当我们想到十亿，也就是全球一半的人从来没有听过祂的名，我

们开始想，「嗯，如果神是爱，如果神是仁慈的，那么这些人当然不会下地狱，他们

会吗？那些从未曾听过耶稣的人下场会如何？」我相信这是问题的核心，这是个非常

敏感的话题。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很不幸的，在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是耶

稣对祂的门徒说，「你们有些人会担心那些从来没有听过我的人下场会如何，答案在

这里。」没有这样的福音。但是，我要做的，是带着你读一段经文，或许可以帮助我

们回答这个问题。 

 

跟我一起看罗马书十五章，我要你先了解一下这卷书的背景。罗马书 15:23，我们要来

读这段经文，然后我要你思考，为什么这位名叫保罗的人要写这封信，我们在上一讲

有花时间一起研读过。我们来看 15:23，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信？看看这里怎么说：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

雅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

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

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

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

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分，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

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我也晓

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罗 15:23-29) 

  

好，一点新约的历史帮助我们掌握在这里发生的事。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是进到一个

叫安提阿的城市，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和他的弟兄巴拿巴被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

去，安提阿的教会是第一所真正差派人出去传扬福音，进到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地

方去的教会，然后保罗就被派出去了。他们先下到赛浦路斯，在往北朝一些不同的地

区去，然后才回来。你会注意到，他们是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地方安提阿，这里对他们

来说就像是大本营。 

 

让我再带你们看一下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这次，保罗还是从安提阿出发，往北

行，神说，「我要你到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所以他们甚至往更北的地方去，

他们进到帖撒罗尼迦，进到雅典，进到哥林多，然后再往南下到最东南边的耶路撒

冷，之后他们回到哪里？他们又回到了安提阿。这是他们的大本营，教会差派宣教士

的大本营，懂吗？ 

 



Página (Page) 5 

 ©  David Platt & Radical. 

第三次旅行布道。你一定猜不到保罗从哪里出发。当然是安提阿，因为这里是大本

营。他从安提阿往北，拜访那些他曾经去过的地方，然后来到哥林多，就是他写这卷

书的地方，他写信给罗马人，给那些住在罗马的人。他写了这卷书，他说，「我要下

到耶路撒冷，下到最东南边去。」你会注意到，这次保罗为什么没有计划要回安提

阿？他这次并不打算要回大本营，为什么他这次不打算回来？ 

 

他现在要去罗马，你知道还有耶路撒冷和安提阿，然后是西顿，你注意保罗说，「我

要从哥林多下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又说，「我会到罗马找你」，我们刚刚读到了什

么？罗马是保罗的最终目标？不，他是说，「当我到你那里，我需要你帮助我去...」哪

里？西班牙，没错！这才是保罗要去的地方。到那些从没有听过耶稣的名的地方，所

以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人说：「我需要你们帮助我去到那里。」 

 

你看，安提阿曾经是保罗宣教的大本营，但是他如果要一路要到西班牙，「选择安提

阿成为大本营会是最适合的吗？」不，显然你不会为了往西走却先往东回去。他说

了，我需要罗马，我需要你们帮助我进到那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的人那里去。我相

信这是保罗写罗马书的原因。 

 

保罗写这卷书，不仅仅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系统神学，来探讨福音是什么。他写

这卷书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人能知道福音的伟大，以致于他们甘心愿意帮助他，协助

他去西班牙。 

 

跟我们今天很像，我不知道你可曾收到过这样的信件没有，有些时候，当有人要出去

宣教时，会发出代祷信，希望有人支持他们的宣教，他们会写，「嘿，这是神给我机

会，让我可以到海外宣教，我想写信和你分享这件事，并请你为我祷告，如果神感动

你，也请你为我这次的宣教行动经费奉献。」我猜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因为

这是一封恳请支持宣教的代祷信。至今，在我们的文化里，我还没看过像这样的一封

要求支持宣教的代祷信，我想这正是保罗在做的。 

 

因此，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保罗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服需要的人，把福音

带到那些从来没有听闻过福音的西班牙。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那些从来没有

听过耶稣的人的下场会如何。我认为这卷书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 

 

七项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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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我要强调，这卷书里面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告诉你说，这里是答案，对那些没听

过耶稣的人结局会如何，不过，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列出七项申明，七个真理，我

认为可以帮助你厘清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在看罗马书中看到这七个真理。 

 

首先，我们翻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要从十八节读起，这里是

保罗真正开始谈论为什么人人需要福音的地方。罗马书 1:18，看看圣经在这里怎么

说，然后开始思想，从未听过耶稣的人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我们要来读几段经文，有些地方我们可能很快带过，有些地方我们要多花点儿时

间来讨论，我需要你专心，认真跟着我的进度，有些重点，如果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你可能会给我贴上异端的标签，我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要你专心注意

了，好吗？准备好了吗？真心希望，我们都不会是异端。 

 

「原来，神的忿怒」保罗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

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

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

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

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罗 1:18-21) 

 

所有的人都知道父神 

 

申明一，所有的人都知道父神。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都知道父神，所有的人，不管

是你、我，那些在非洲丛林里的人，还是那些在亚洲村落里的人，无论在哪里，所有

的人都认识神，圣经上说，祂不断地向我们显明，神的忿怒，神的性情，从天上显明

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祂说，所有的受造物，这一切都是借着所造之物显明。我

们知道神存在，因为我们观看四周，所有的创造物都是祂手所做的工，我们都知道一

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有一位神在后面做成的。透过受造物，祂不断地显明祂的神

性。我要你看看保罗说的，「是明确的，是明明可知的。」毫无疑问地，大家都知

道。 

 

借着所造之物不断地显明，是明确的，是足够的，所以人不能有借口，我们每一个人

都没有借口推诿，因为神不断地向我们显明祂的神性，如同向非洲丛林中间的人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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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借着祂的创造，持续不断地，用明确的方法，让所有的人没有借口推诿。我们

都有机会来认识父神，所有的人都知道父神，听起来很不错吧？大家都意见一致吗？

继续。 

 

所有的人都拒绝认识真神 

 

申明二，所有的人都拒绝认识真神。看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什么，「因为，他们

虽然知道神」，这里提到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

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

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

式。」 (罗 1:21-23) 换句话说，他们拒绝认识真神，反而开始拜偶像，自己制造神像。 

 

我们不只是在说保罗那个时代的人会这样，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拒绝认识真神，这里，提到了一个基本重点，却也是我们常会误解的地方，尤其

当我们问到对那些从未听过耶稣的人结局会如何这个问题时。 

 

我记得在一个会议中，曾经和一些大学生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们谈到这个主题。有个

坐在对面的一个女学生问我：「那么，那些在他们所了解的知识上尽力的人，」她

说：「譬如说，从印度来到这里的人，也许是阿兹台克印地安人，他们来到这里，没

有圣经，没有听过耶稣，他们拜太阳神，你不觉得，我是说，他们尽力在自己知道的

知识上做到最好，你不觉得神也以他们为荣吗？他们难道不虔诚吗？」我要你在刚刚

读过保罗的这段话上好好思想这个问题。 

 

他们难道不虔诚吗？不！他们是偶像崇拜者。他们是拜偶像的，我们是拜偶像的。我

们不能造个神像然后去拜牠，却期待圣洁的神悦纳我们的赞美，以我们所做的这些为

荣。 

 

这是偶像崇拜的本质，而我们都是有罪的。不管是不是我们本身，我们的工作，我们

的事业，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财产或是任何我们生命中的东西，我们把它高举起来，

开始去供奉这些东西，这是偶像崇拜，是因为远离了神，自然就会以别的东西来代替

神。不管是拜太阳神，还是你的投资计划，这都是偶像崇拜。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当

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在非洲、亚洲，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拒绝认识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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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 

 

申明三，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你看，从罗马书 1:18 看到

罗马书 2:16，保罗在这里说了什么？他提到了一群被称作外邦人的人，他们是一群非

犹太人，外族人。你可以想象，当保罗提到他们是多么邪恶时，那些读这信的犹太人

该有多么由衷地对每个段落都说阿们，「对，那些家伙多可怕，看看他们！」 

 

然后我们注意看，非常有趣的，在 2:17 ，这里有个重大的转变，保罗对那些读这信的

犹太人，也就是那些惊讶外邦人是多么邪恶的犹太人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

法，且指着神夸口。」他开始提到那些犹太人了，如果你知道祂的心意，又知道什么

才是宝贵的，因为你们是通晓律法的，他还是要说，即便外邦人不顺服神，你们也是

一样。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三章的中间，保罗要说这段话的原因了。「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

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12) 。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 

 

现在，进行到这里，如果你还是问我，「大卫，说实话，那些在非洲以前从来没有听

过福音的无罪之人，结果会是如何？」我会看着你告诉你，毫无疑问的，我相信答案

是，那样的人会去天堂。「那些在亚洲村落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无罪之人，结果

会是如何？」我全心相信那些人会去天堂。 

 

现在，在你贴标签说我是异端，质疑我在胡说些什么之前，让我提醒你，如果有任何

一个无罪的人在非洲或是亚洲，而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如果他是无罪的，如

果她是无罪的，那么不管是他是谁，他根本不需要救主，祂又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

么要与神隔绝？祂不用与神隔绝，祂和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他根本不用基督的宝血来

救赎他，唯一的问题是，没有这样的人存在。 

 

请听我说，这是为何人们常会提出这样问题的原因，「牧师，那些在非洲以前从来没

有听过福音的无罪之人，结果会是如何？」从一开始，我们就把问题的焦点对偏在那

个「没有做错任何事」的人身上，那个置身在丛林中间的人不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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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或是亚洲的那个家伙，或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拒绝认识真

神，我们都有罪。 

 

 

让我再次提醒你，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为这就是天堂，

却不是圣经的教导，短暂的现在不是天堂，是地狱，我们都得罪了神，理应与祂永远

的隔绝。 

 

是的，一个无罪的人是不需要救主的。问题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连一个也

没有，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说合理吗？大家都想法一致吗？ 

 

所有的人会因为拒绝神而受审判 

 

申明四，进行到这里，还清楚明白吧！所有的人会因为拒绝神而受审判。我要你看的

地方在保罗论点的最后，我们真的来到罗马书 3:19-20 了，保罗在这里提出非常重要

的一段话，我要你跟着我仔细读。 

 

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

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 3:19-20) 这段经文说，我们所有的人站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

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是违背神的，在祂还没有担当我们的罪之前，我们是活

该要与祂隔绝的。所有的人都会因为拒绝神而受审判。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要你花一点时间和我一起思想，有人会问，我觉得这

样问很也很正常，「嗯，怎么样，有人在另一个地方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

有听过耶稣的名，而神，仁慈充满爱的神，真的送他去地狱，因为拒绝耶稣，即使他

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耶稣？」 

 

想想吧，你认为这是爱吗？你认为神会送一个人入地狱，因为他拒绝从来没有听过的

基督？我不认为。我不认为那个拒绝基督，却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过祂的人会入地狱，

但是不要误解了这个信息的重点，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因为拒绝谁？拒绝神。 



Página (Page) 
1
0 

 ©  David Platt & Radical. 

 

我们开始有了这个想法，「无疑地，如果他们未曾听过耶稣，就好像莫名其妙地拿到

了天堂通行证，当然，如果他们未曾听过耶稣，他们就不会面对和我们一样的审

判。」显然地，没错，他们和我们的认知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但是我

希望你和我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想一想这样的结果会是怎样？如果有人就这样拿到

天堂通行证，简单地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我要你想想，你要如何才能完全阻

止教会的宣教事工？跟我好好想想吧。 

 

如果在非洲丛林中的那人还不错，正是往天堂的路走，简单地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

听过耶稣的名，所以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去到他们那里，跟他们传讲耶稣了，对吗？因

为当我们去到他们那里，就是在增加他们受审判的机会，想想看实际上这种情况，如

果你相信这人还可以，他们得以通行到天堂是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想想这会

是个什么样的实际状况，想想如果是在这个城市里呢！ 

 

想象在伯明翰的大学校园里，想象在全美国各大校园里的许多学生，他们至今还没有

听过耶稣的名，举个例子，我要你想象在校园里面的国际学生，想象你到他们当中，

然后问他们可曾听说过耶稣，而他们看着你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 

 

现在，如果那个学生得到一个免费的天堂通行证，仅仅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耶

稣，那么面对这个状况你现在要怎么做？把他们拉到旁边，告诉他们，「好，如果有

任何人尝试要跟你说到祂，你要紧紧掩住耳朵，开始大叫，立刻跑开。」因为那只会

增加他们去地狱的机会。 

 

现在，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圣经的话。我们从整本圣经看到，我们需要

救恩，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所有的人都会因为拒绝神而受到审判，所以，我们必

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神为灭亡的人预备救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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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申明五，注意了，申明五。这是个相当黯淡的论点，相当无望，所有的

人，世上所有的人都有罪，所有的人都会因为拒绝神而受审判，但我要感谢神，因为

读这罗马书而看到了转折。申明五，神为灭亡的人预备救恩之路。 

 

在整本罗马书中，这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部分。我希望你能从这段经文中看到盼望，

也许，当你看到保罗最后说，「我们知道不管律法怎么规定，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

的，好塞住人的口，伏在神的审判下。」我几乎可以想象着保罗，不管他是用写的或

是口述的，此时已经热泪盈眶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然后，他再次提起笔，抹去眼中的泪水，写下：「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

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 (罗 3:21-22) 你看，所有的人，包括我们，都要因拒绝神而受审判，但是感谢

神没有离弃我们，祂为我、为你预备了救恩，祂为了历史上所有的人、生活在这个星

球上的每一个人、今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七十亿人，都预备了救恩。神说，我为灭

亡的人预备了救恩，而这正好和所谓山的宗教理论相反，这套理论说，我们必须要自

己找途径去找神，我们要自己找方法去见神，神在高高的山上，我们在山的低谷我们

要找到上山的方法，错，完全相反，神说，「我要下山来就你，我已为你预备了救恩

之路。」 

 

在我们今日的文化里，问题绝对不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方法？为什么只有一种方

法？」而是当你读懂了罗马书之后，你才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任何别的方

法？」我们本不配享有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慈爱，就是祂倾注在祂儿子基督身上的特

权，但是祂做成了。祂为你做成了，祂为我做成了，祂为那些在非洲、在亚洲、在其

中任何地方的人做成了，祂为灭亡的人预备了救恩之路。这就是好消息。罗马书 3:21-

26，记下这一段，你要牢记在心，神差遣耶稣作为赎罪祭，祂流出祂的血让我们免受

刑罚，你可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看到，我们就不被定罪了。神为灭亡的人预备了救恩之

路。 

 

唯有基督能让我们与神和好 

 

申明六，根据之前保罗说的，还有这里，唯有基督能让我们与神和好。现在，让我们

安静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看罗马书 3:27-31，你会看到保罗谈到有关夸口这件事，「既

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



Página (Page) 
1
2 

 ©  David Platt & Radical. 

乃用信主之法。」(罗 3:27) 再看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28)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我们得以从罪中得救站在神面前，不是因为有好行

为、不是因为遵行了律法，不，我们是因着信。信什么？信心要有对象，你不可能假

装有信心而有信心，你总要对什么产生信心，这就是刚刚保罗说的，他信心的基础建

立在基督里面。这信心建立在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当祂从坟墓里复活，当

你相信基督，当你将信心放在祂里面，你将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如果不是这样的

信心，不管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不管你有多么高的情操，不管你做了多少善事，你

不能来到神面前与祂亲近，只有借着信。唯有信靠基督，人们才能与神和好。 

 

当我们再想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时，便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

题了。因为，我要诚实地说，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我们开始

想，「也许，神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如果有超过十亿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那

么也许，可能，神还会为他们开一条路，除了基督之外可以来到祂面前的路。如果神

是仁慈的，如果神是爱，祂肯定会有其他方法的，对不？」 

  

这是真实的问题，这是相当困扰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如同你在这个问题中

挣扎，这也是今日所有的教会面对的挣扎，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说，「也许

神会预备另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对在十架上的耶稣说，「谢谢祢为我做的一切，但

是这不管用了，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方法。」 

 

你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要你看看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把十字架的必

要性完全否定了。因为这是场交易，如果他们可以不要基督而与神和好，那么基督为

什么还必须死呢？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走出去的时候便可以说，「这可好了，那些从

未听过耶稣之名的人有另外一个与神和好的方法，所以我们也要说，基督，你的受死

不再是我们需要的了，基督，谢谢祢曾经做的一切，我们要自己去找另外的方法

了。」这是个充满神学的问题，是如此的重要，让我们明白，我们信的是什么便会带

来什么样的结果。 

 

因此这里要说一些好消息了。情势相当晦暗，好像没有希望似的，如果没有在基督里

的信心就不能与神和好，那就有超过十亿的人至今还没有听过耶稣的名，这样的情况

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点的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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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吩咐教会要让全人类都知道福音 

 

申明七，基督吩咐教会，不是呼吁，是基督吩咐教会要让全人类都知道福音。我要你

跟我一起看罗马书第十章，跟我一起翻到那里，我们不会读完全部的章节，我们要读

第五节到第十五节，基本上，让我先把上下文交代一下。 

 

保罗提到在基督里的信心如何，对耶稣的信就是对神的信，也就是当你将信心放在基

督里的时候，就是将你的信心放在神里面的时候，这是我们得救的原因，特别是对这

些犹太人说的。 

 

我们一起来看十二节，我要你专心看保罗说的，记得，基督吩咐教会要让全人类都知

道福音。十二节，罗马书第十章，「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

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这里请你画线，标记一下---「凡求告主名

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

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

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罗 10:12-15)  

 

保罗在这里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

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面对这些问题，保罗

怎么处理，他清楚描绘神的计划，就是要让全人类知道福音。这是使命。我相信这是

势在必行的使命。从圣经的封面到封底，神都在让祂的百姓知道祂的福音，祂的良善

以及祂的伟大。 

 

我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个使命中哪里是停滞点？这个使命中哪里是停滞点？为了问这

个问题，我要你这样做，类似一趟旅行，就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中，由后面往前面去

想一想，我要你思想在其中神的计划。 

 

让我们从后面刚刚读的地方往前看，顺着动词看，我想我们会看到一幅画面，那是神

为了让全人类知道福音的计划。在经文的最后怎么说的。第十五节，「若没有奉差

遣，怎能传道呢？」所以这里是一切的起点，基督差遣祂的仆人。这是计划的开始，

基督差派弟兄姐妹、仆人，你和我，为了让大家都知道福音，基督差遣祂的仆人。 



Página (Page) 
1
4 

 ©  David Platt & Radical. 

 

然后这里说什么，「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当基督差遣仆人出去，仆

人要做什么？他们要传道。现在，传道不单是指站在讲台后面的那些人，或是站在讲

台前面的一群人，这个字在新约的意思是传扬福音。这个字适用于我们所有与基督有

关系的人，不单是指全职牧师，也是指我们所有的人。基督差遣祂的仆人，祂的仆人

做什么？活得精彩？作个好人？当然，也对，当然要这样做，但是，他们传道，他们

传扬福音，他们用口传扬福音。 

 

当祂的仆人传扬福音时发生什么事？圣经怎么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显

然地，当基督差遣仆人，仆人传扬福音，人们听到，人们开始听见福音，许多人还是

第一次听见。 

 

那么圣经在之前说什么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不要忽略这里，当基督差

遣仆人，那些仆人传扬福音，人们听见了，许多听见的人会相信，现在很显然地，不

是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但是我相信这是圣经的应许。你去中国，你去孟加拉国，我保

证，我相信根据圣经的权威，当我们向他们传讲神的话，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会

有一群人，当他们听见了，他们会相信。他们会接受这个信仰，因为这是无法阻挡、

势在必行的。 

 

正因为我们知道，永恒是指向那一天，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万邦万族以及

万民，都要欢唱赞美基督，无论男人和女人都大有信心，进到人群中传扬福音，将会

有许多的人，当他们听闻福音，他们会相信。 

 

他们相信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做什么？「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所以

当他们相信时，他们会求告。这里是循序渐进的，基督和仆人们，仆人传道。当他们

传扬福音时，人们会听见。当他们听见，他们会相信。当他们相信，他们会求告。那

些相信的人会求告主的名，还有一件肯定的事，就是全世界每一个相信并求告主名的

人会发生什么事？他必然得救，他必然得救。 

 

基督差遣仆人传讲福音，当他们传讲时，人们听见。当他们听见，他们相信。当那些

相信的人求告主名，他们必然得救，无疑地，这就是整幅轮廓，是神的计划，让全人

类都知道福音。现在，问题是，在这个使命中哪里是停滞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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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和我一起思想，当他们求告的时候这里是停滞点吗？他们一定得救吗？当然，无庸

置疑的，这是肯定的。当他们相信，不用怀疑，他们一定会求告。当他们听见福音，

不用怀疑，很多人会相信基督。当他们传福音，除非我们是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传

道，不过这情形相当不合理，人们会来听道。当我们传道时，他们一定会听见。然

后，毫无疑问地，基督差遣祂的仆人。那么，那里是停滞点呢？ 

 

当那些被委身于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们，未能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时，请仔细听清

楚我说的，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传福音到万国万邦的 A 计划，没有计划 B，从来都

没有 B 计划，你不会在圣经里任何地方看到其他的计划。 

  

当然，人们可能会说，「那么，难道神没有能力用其他方法让他们知道福音吗？」毫

无疑问地，神可以在天空在云端写字，祂可以把福音写在那里，在云彩里。祂可以穿

越整个古罗马大道，不用怀疑，祂能。祂有大能可以这么做，祂有大能在梦中在异象

中显现，现今世代，祂在许多穆斯林地区显明祂自己，但容我提醒你，当你读使徒行

传时，你不会找到任何一节经文，没有一节经文会告诉你，不需要基督的仆人作见

证，福音可以传到全世界。 

 

哥尼流又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异象了，对吧？神怎么做？祂呼召了彼得，祂说，

「起来，去，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告诉他福音。」整本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福音

传到全世界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透过那些宣扬耶稣基督真理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

孩们，那些愿意尽责教导并委身在传福音事工上的人们。这是神的 A 计划，没有 B 计

划。 

 

因此我要告诉你，我祷告，神会把圣经真理带到我们心中，神对教会的心意，不是在

主日的早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然后回答这些问题。神希望教会能同心合意一起解决这

个问题。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我认为根本不需要去争辩，这不是我

的目的。我的目的不是在主日的早上，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棒的神学讨论。我的目的

是，你能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见这个问题的症结，感受到它的沉重，感受到它的严重，

在你的生命中开始思想，我们在这教会中如何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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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知道那十亿人民都听过祂

的名。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大卫，你又对我们寄予太高期望了。我们如何才能让教会真正

用福音来影响数以百计、数以百万计的人呢？」这真是个好问题。 

 

在保罗布道之初，人们已经听闻了福音，接受了福音，也相信了福音。保罗在这些地

区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福音开始广传，保罗的愿望是到西班牙，但是他一直没有完成

心愿。事实上，他在耶路撒冷被补，然后被带到罗马，并不是照他原先的计划。他被

铁链锁住，以致于直到在世的生命结束都没能进到西班牙，西班牙从来没有听到福

音。因此，这是什么意思？保罗你失败了。保罗，你太理想化了。保罗，你奉献一生

就是为这个目的，但是还有好多地方你没有进去，你为什么给你自己这样一个使命？ 

 

在我们怪保罗使命未达之前，在他去世两个世纪后的现在，福音不仅传入了西班牙，

还进到了世界上很多其他的角落。我要提醒你，那些地方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

有网络。只有福音在那些男男女女的内心深处，他们用自己的口把福音宣扬出来，他

们奉献一生，致力于此。 

 

好，我对教会发出的挑战是，你想要对这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们，不

要低估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生活的教会里的大能，当你放眼看天下，你将会看到

至少数以百计的族群还没有听过福音，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说，我深深相信，神要使

用教会将福音渗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改变世界的面貌。 

 

祂吩咐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福音，神帮助我们看见人们的需要，他们甚至从没有听过

祂的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这是最重要的，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件事比储蓄

退休金更重要，这件事比拥有一栋豪宅更重要、比开一辆好车更重要，这件事比过一

个舒适安闲的生活更重要。 

 

他们甚至没有听过祂的名。我要向你们提出一个挑战，你愿意吗？在学学生们、青少

年们，你的人生在你的眼前，你的计划、你的梦想、你的雄心壮志，你愿意吗？你愿

意将自己的一生投注于让全世界知道福音这件事，你愿意吗？你们坐着，偶尔把双臂

抱在胸前的人，「教会对你来说是什么？身为教会一份子，什么是你真正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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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能站起来说，我愿意参与这样的使命吗？作太太的、作丈夫的，家庭主妇

们，商场上的男人女人们，你们愿意吗？你愿意放下这世界的享受，只为了说，我要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福音，不管要我牺牲什么，不管我的家庭要牺牲什么。祖父母

们，你们愿意吗？祖父母们，你愿意成为年轻人的榜样响应呼召，也就是说奉献你的

余生让全世界听闻福音？你愿意吗？ 

 

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种只是坐在会堂什么都不做，像那些数以百万计从来没有听

过耶稣基督的人，觉得这样的生活也还好一样。我希望能提供你一些实用的方式来

说，「我愿意参与。」  

 

实用方法一，我要你看一下基甸会的方式，他们大量地印制圣经，方便把福音传到世

界各地，然后你注意，大约花五块钱左右的成本，就可以把圣经传送到超过 175 个不

同的国家。我们祷告，我们要看到神的话，我要你用实际的方法参与，就是现在，有

一个方法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福音，因此，我要你现在就祷告，并且响应说，「神，

我如何能让其他国家知道福音，透过奉献，让祢的话可以传达到其他人的手中？」我

对于把圣经送到全世界每个人手中这件事工很热衷，我认为这是值得挑战我们自己去

身体力行的。我邀请你为那些要听到神话语的人祷告，好像家人为他们奉献与代祷，

「主啊，我们愿意成为让全世界都知道福音的一份子。」 

 

我更希望能提供你一个机会来响应，同时，我也希望给你一个机会说，「你知道，在

我的生命中，我必须要开始面对，如何才能让全世界知道福音这件事。」身为你教会

的家人，我要说，「不管我是学生、还是青少年或是老年人，或是任何年龄层的人，

我希望开始正视我的生命，如何能让世人知道福音，让那些从未曾听过耶稣的人知道

福音。」 

 

如果你愿意加入这个行列，你会说，我需要在我生命中做些改变，我要开始想想要怎

么参与，我要邀请你跟我说，「我愿意，我希望你知道，我愿意参与，我希望成为教

会中让全世界都知道福音的一份子。」 

 

我知道仍有一些人，他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信心放在基督里，

我要你知道，祂的恩典是免费的，是真实的，是个人的，如果你从来没有把信心放在

基督里，我要邀请你跟我说，「我要把信心放在基督里。」今天，你的生命，正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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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提到过那些海外的人们一样，今后你的生命将要完全翻转了，因为神为你预备了救

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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