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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1968 年，我还是一位年轻的基督教学校教师， 神把我

带到一位老人那里。我跟他分享了我之前听说耶稣基督和之

后祂如何成为我个人救主的经历。 

一个星期后，那位老人找人叫我去他家。当我去他家时，

我想起圣经里面哥尼流的家。他全家人都在家，一起等着我

的来访。就在那个晚上，这一个 16 口人的非洲家庭把自己

的生命交给了基督。从此，他们的数量不断加增，现在他们

作为一个会众一起荣耀神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遇见基督吗？是因为有一天有人跟

我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我仍然是一名基督徒

吗？因为我在自己的个人生命中经历过主耶稣。我们已经讨

论过参与的需要性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怎样参与进去——跟

别人分享基督为我们所作的事。我们怎样才能够给保持住这

样的佳音呢？我们必须跟别人分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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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任何时候都要分享 
分享的时候心里毫无可耻之意 
为改变人们而分享 
当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要分享 

这一课将帮助你…… 
■ 明白在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跟别人分享自己（作为

基督徒）见证的重要性。 
■ 无论代价有多大，都要承诺一生作见证。 

 

任何时候都要分享    

目的 1：给出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准备好任何时候都要分享自

己的见证的原因。 

在个人宣教中，没有什么比分享一个人自己的见证带来

更大的果效。这是整个任务的中心。 

你也许已经认识基督和知道祂在你生命中的救恩的大

能。你也许已经接受了祂圣灵的大能。基督也许为你作了很

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除非你跟别人分享这些，否则他们怎

么会知道呢？除非你对他们说，否则他们怎么会听到呢？除

非他们听到了，否则他们又怎能相信和得救呢？ 

现在，假设主耶稣还没有跟我们分享神的佳音。那么我

们又怎么可能知道神的爱呢？ 

假设那撒玛利亚妇女对自己的经历有所保留。那么她城

里的人又怎能听到基督的信息呢？ 

主耶稣自己无论走到何处都对那里的人说话。祂在他们

的家里跟他们谈话。无论祂停留在什么地方，祂都接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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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读四福音书时，我们看到祂经过海边，祂对街上的人

们说话。祂曾对祂的门徒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

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马

可福音 1：38） 

去年，我和我的妻子经历了带领 8 人归主的莫大喜乐，

我们当时只是跟他们分享主为我们所作的一切。当我们有这

样的佳音可以跟别人分享时，我们又怎能沉默呢？ 

 

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都要分享基督的福音。使徒保罗在

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 

“我……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提摩

太后书 4：1，2） 

主耶稣把握住每一个临到祂的机会进行传道和分享福

音。甚至在祂被在十字架上时，祂也花时间跟与那个垂死的

犯人分享福音。祂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

园里了。”（路加福音 23：43） 

使徒保罗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机会。即

使手上脚上带着铰链，他照样传扬福音。他脚套脚镣，站在

亚基帕王面前，并告诉他基督的信息（使徒行传 26：29）。
他在监狱里，大声地喊叫，告诉那些将要死的囚犯基督的福

音（使徒行传 16：31、32）。 

我相信有些机会来到我们身边就那么一次。我们也许再

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了。如果保罗没有对着那些有需要的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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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大声喊叫，他们也许就要死在罪中了。我们必须在任何时

候都要准备好，向需要听到基督的福音的人分享。 

做一做 

1. 在 佳两个答案前的字母上打圈。如果我们错过了一

个跟一位朋友分享基督的信息的机会，那么_____。 
a) 我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了 
b) 其他人可能会跟他说 
c) 神会惩罚我 
d) 我的朋友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主 

2. 选择 佳答案。主耶稣用什么方法跟人们分享？ 
a） 只有在人们走近祂的时候，祂才跟他们分享。 
b）祂接近他们，并制造机会跟他们分享。 

3. 分享基督的信息的 好地方是哪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享的时候心里毫无可耻之意   

目的 2：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该以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为耻。 

很多人似乎对在日常生活中传讲基督而感到羞耻。当我

们跟周围的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时，我们可能真的会被误解。

有些人可能会嗤笑我们。但当我们想到基督愿意承受如此多

的困难而没有感到一丝羞耻的时候，我们不禁也要跟随祂的

脚踪。基督是我们 棒的榜样。 

思考一下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路过的行人嗤笑祂，那些

祂曾喂养过的人，祂曾医治过的人，祂曾教导过的人，现在

都羞辱祂。祂愿意承受这样不体面的死，只因为这是人们得

救的唯一的办法。你和我不应以分享自己的经历为耻，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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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选择带领人们回转的途径。 

使徒保罗不以十字架为耻。他被殴打，被套铁镣，被关

进监狱里。在监狱里面，午夜时刻，他不感到一丝羞耻地跟

别的囚犯分享福音（使徒行传 16：25）。 

当他在罗马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被自己的朋友忘记

了，他仍不感到羞耻。 

我在非洲看见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和到乡村传讲救恩的

福音。耶稣靠近我不感到羞耻，祂不以称我为祂的朋友而感

到羞耻，祂在神面前为每一个人辩护时不感到羞耻。那么我

能以分享这样的主而感到羞耻吗？ 

 

做一做 

4.罗伯特想告诉他的新朋友约翰关于主耶稣和祂的爱的

信息，但他怕约翰会嗤笑他。那么罗伯特该提醒自己哪

两件事呢？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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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牢记下面这一节经文，当你想要作见证但又感到尴尬

的时候，想一想它。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

信的。（罗马书 1：16） 

为改变人们而分享  

目的 3：列举当我们跟人们分享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改

变的方式。 

一句非洲谚语说，“要一条狗放下它的嘴里的骨头，你

得要给它一块好肉。” 

跟人们分享基督也一样。如果你要别人转离偶像和罪，

不要送给他们另外一个宗教。他们的宗教已经够多了。不要

试图把你的文化给他们，他们不需要另外一个文化。不要试

图给他们一个新的体系或新的哲学。他们已经看到这一切都

是没有用的。仅仅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就如腓力给撒玛利

亚人分享一样。因为主耶稣是渴的人的活水，是饿的人每日

的粮食，是病人的医治，是处在黑暗中的人的光，是没有父

亲的人的父，是信靠祂的人的始与终。祂是人所需要的一切。 

使徒保罗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很快就要在自己

的社区里成为领袖人物了。他积极参与捍卫他祖先的宗教。

没有人想过他有一天会转离他祖先的宗教。然而，这恰恰发

生了。当保罗亲自遇见主耶稣时，他立刻就扔下了口中的“骨

头”。下面是他说的话：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

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

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

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不

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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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损的。（腓立比书 3：4－7） 

保罗能够把一切都看作毫无价值的，是因为他遇见了基

督。有谁明白这一个神迹呢？其他的使徒和门徒花了很长时

间才意识到保罗生命中的巨大改变。保罗与基督有一段个人

的经历，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他很高兴放下口中的“骨头”，

换一块“肉”。 

撒该是很富有的一个人，他甚至也是税吏长。他也因偷

窃而闻名。没有人想过他有一天不再偷窃。但当他遇见主耶

稣时，他亲自经历了主，他完全地改变了（路加福音 19：1
－10）。 

摩西在王宫里被扶养大。他受过所有学识教导。他言行

举止强有力。他也许能成为历来 伟大的法老。他想要什么

就有什么。他还渴求什么呢？但旧约里面，我们读到在基督

降世几千年前，当摩西凭着信心看到神的荣耀时，他愿意改

变。个人经历给予我们生命新的意义，它蕴涵着令人转化的

力量。另外为什么摩西放弃了他的荣华富贵、他的声望、他

的王位，而选择在旷野中孤独困苦的生活呢？ 

不久之前，我读到一个精彩的见证，关于一个年轻人因

为遇到了基督放弃了一份高薪工作。他认识到神不悦纳那份

工作。当他遇见主耶稣时他的生命改变了，因此他扔掉了“骨

头”选择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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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

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 5：17） 

这确实是真的，亲自遇见基督将会给人们带来由内到外

的改变。 

我就读圣经学校的时候，我老家的牧师去世了。他是神

大大使用的一个人。他的葬礼举行的那天发生了一些令人惊

奇的事情。很多人来了，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其中有两

个人是互为仇敌，他们从不跟对方说一句话或握握手。然而，

就在那一天，在神的这位仆人的坟墓前他们二十年来首次握

手。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事。这使我想起在基督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刻，神与人之间的更巨大的改变。无

论我们活着或者死去，我们的见证都能够改变别人的生命。 

做一做 

6. 让一个人转离错误的信仰而接受基督的 佳方法是

什么？ 
a) 跟他解释他的信仰是不好的。 
b) 告诉他，他的生命是有罪的。 
c) 让他看到基督将要为他作的奇妙的事。 

7. 在以下的列表中，选择基督能给予但其他宗教不能完

全给予的三样东西。 
a) 真正的喜乐 
b) 成功 
c) 生命的意义 
d) 更好的教育 
e) 学识 
f) 永生 

8.我们说基督是饥饿的人每日的活粮，我们指的是什

么？ 
a) 祂永远不会让我们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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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祂满足我们内心深处饥渴慕认识神的渴望。 
c) 如果我们没有食物，祂会通过神迹赐给我们。 

9．列举因你认识了基督，你的生活改变了的至少三个

方面。 
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要分享  

目的 4：给出那些即使要付出代价还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例

子。 

有时候，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还要付出代价。我听说过

在我们的国家，早期的基督徒受苦的情况。他们有些还活着，

在基督里面依然满有信心。他们很多被咒诅，被与自己的家

族断绝了关系。这对于一个非洲人来说实在是很难啊。因为

被咒诅和被断绝关系就相当于被人看作已经死了。在你的村

庄里面，没有人会跟你打招呼或问你需要什么。其他有些快

要结婚的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未婚妻被带走跟其他男人结

婚。很多星期天到教会的人都要求禁食。如果他们去教会，

没有人会给他们食物。 

我可以列举出在我的国家的基督徒受苦的很多事。我感

谢神，因为即使他们要付出莫大的代价承受艰苦的考验，他

们依然对基督满有信心。因为他们的缘故，我在我的生命中

也经历到了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一看旧约里的三位希伯来青年的例子。但以理

书 3：8－25 中的三个人是神的仆人。他们立志无论如何要

侍奉  神。由于他们在王面前的见证，他们被扔到火窑里面。

他们选择宁可死也不要在王面前否认自己在神里面的信仰。

他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可以受到鼓舞跟别人分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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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徒生活。 

 

分享使神付上了自己的儿子为代价。为了和人分享祂伟

大的爱，神不得不差遣祂的独生子到世上来。由于人犯了罪，

没有其他别的办法可以使神跟人重新恢复关系。当神看到人

怎么对待祂的儿子的时候，神一定很难受。但因为这个儿子

是祂为了我们而舍的，祂愿意这么作。 

分享使主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主耶稣明白并经历了

很多的困苦。先知以赛亚说主耶稣“多受痛苦”是对的（以

赛亚书 53：3）。在祂整个的传道生涯中，身边都少不了那些

想杀祂的人。但祂没有其他办法拯救人脱离罪。祂担当了我

们的罪。祂知道尝死味、跟神分离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但由于祂爱我们，祂愿意为我们的得救付上代价。 

主耶稣自己不是跟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吗？（马太福音 16：24） 

如果我们真想跟别人分享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经历，我们

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会失去朋友，你的父母可能不理解

你。别人会觉得你这人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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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任何的困苦拦阻你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无论什

么样的困苦，无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记住基督愿意为你而

这样作，这会帮助你跟别人分享祂的信息。 

做一做 

10．你觉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也在受苦

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为什么神愿意受苦？为什么主耶稣愿意受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你认识有为基督徒的信仰而受苦吗？那人是怎么受

苦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这些例子在你跟别人分享主耶稣的福音上给了你怎

样的帮助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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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 a)    d) 
2． b)  
3． 没有 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分享。 
4．a) 主耶稣不会因为为我们的罪而死感到羞耻 

b) 我们必须不以跟别人分享主耶稣而感到羞耻，因

为这是神唯一选择的让人们认识祂的方式。 
5.现在你学习了这一节经文，求神帮助你永不因基督的

福音感到羞耻。 
6. c)  
7. a)     c)      f)  
8．b)  
9．你的个人答案。你不因祂改变了你的生命而感到喜

乐吗？ 
10．是的，我相信神当时就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

一样，感到难受。 
11．因为祂们如此的爱我们，以致祂们希望我们从罪中

能被拯救出来。 
12．你的个人答案。 
13．当我们认识到其他人愿意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他们

的例子也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侍奉神，无论需要付出如何的代

价。 

 

现在你已经完成了第一单元的学习，你可以回答学

习报告上第一单元的问题了。复习前面的课程，然后遵

从学习报告上的指示，把你的答题卡交给指导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