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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克服障碍 

 

使徒保罗被下到监狱。他再也不可以传扬基督的福音

了，他再也不可以走动为人们的所需向他们传道了，他再也

不可以去向人们传福音了。他的愿望是要传扬他的救主，现

在他却被铁镣锁在树干上。然而他还能够说：“神的道却不

被捆绑。”（提摩太后书 2：9） 

在我们尝试跟别人分享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

很多障碍。这些障碍因国家、文化而异。如果我们要为基督

赢得灵魂，我们不可以忽视这些问题。 

既然我已经看到基督在我生命中奇妙的工，我强烈地相

信没有障碍能阻碍福音的传播。神的话语要传给各地人们。

基督的福音不分国界也不分国籍。 

 

有谚语说，“预防胜于治疗。”我相信我们越认识这些障

碍，我们就越能够克服它们。我们在前一课看到分享福音时



 66

我们所需要的，现在我们看看如何克服分享福音遇到的障

碍。 

在这一课中，你会学到…… 
身份障碍 
宗教障碍 
语言障碍 
社会障碍 

这一课将帮助你…… 

■ 明确个人宣教的障碍，知道该如何克服。 

身份障碍  

目的 1：解释神如何看待人的身份。 

今天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在人的心里面都存在着一种寻

找自己的身份的强烈愿望。美国人不愿被称为法国人。英国

公民不愿被称为德国人。非洲人也不愿被称为以上的任何一

种人。在每一个地方，人都为自己的身份、为自己是谁而感

到自豪。这是很正常的。 

作为基督工人，我们应该以神的眼光看待各人。 神的

爱覆盖每一个人。神是如此地爱世人。这里的意思是无论他

们的语言或肤色怎样的不同，神的爱都包括了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当圣灵降临赐给使徒能力的时候，来自全世界

各国的人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都听见了使徒用他们的

家乡话来荣耀神。（使徒行传 2：1－12） 

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全世界有其独一无二的位置。在圣

经时代，据说它占据着已知世界的中心位置。它是交通十字

路口。来自多个国家的船只绕过这个国家的海。当神差遣主

耶稣来的时候，祂肯定是记念着各个国家，这就使福音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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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地球。在神的眼里，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 

在天国会有来自各国的人们，用各种语言唱歌赞美  
神。门徒老约翰看到了这样一个异象（启示录 7：9）。 

拯救我这个非洲人的主耶稣也同样是拯救你的那一位，

无论你的国籍是什么。我们彼此不一样，我们吃不同的食物，

我们的谈吐也不一样，我们的穿着不一样；但主耶稣把我们

造为一个整体，圣灵使我们合一。 

在某些国家，他们有这样一个习俗，当一个人成为了基

督徒，他就

会取一个基

督 徒 的 名

字。但我们

必须记住取

一个 
基督徒的名

字不能改变

一个人的生

命。基督差

遣你去不是

要改别人的

名字或改变

别人做事的

方式。祂差

遣你是要你

去跟他们分

享你的基督

徒生命和信

仰，因此他

们的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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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改变。 

在荒漠带领腓利到非洲的圣灵（使徒行传 8：9）也就是带领保

罗到欧洲的同一个圣灵（使徒行传 16：6－9）。五旬节当日降在使徒

身上的（使徒行传 2：4）和降在哥尼流家里（使徒行传 10：45）的

是同一个圣灵。如果你和我都认识到神对待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那

么我们就能够以神的眼光看待他们。那么神不但可以在我们的家乡我

们的国家用我们，也可以在其他也许跟我们很一样的人当中使用我

们。 

做一做 

1. 想要改变我们的______（身份/生命）。 

2. 在神的眼里，所有人是_______（一样的/分阶层的）。 

3. 当我们谈到自己的身份时，我们指的是______（我们

行为举此的方式/我们是谁）。 

4. 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屏除______（合一/障碍）。 

宗教障碍     

目的 2：讲论一个基督徒怎样才能 好地克服宗教障碍。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每一个部落

或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个或几个宗教。当然，这是我们要为基

督赢得人们所要面对的 大障碍中的一个。有好几次人们对

我说：“我不可以离弃我祖先的宗教。我必须忠于我祖先的

传统。对于我们祖先来说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是白人的宗

教。我不可以信。”当你面对这样一个障碍时，你会怎么做

呢？ 

首先，让说这些话的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告诉他们神

爱他们。不要争论，你争论不出什么结果。记住保罗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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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跟这些人一样，他也有他祖先的宗教信仰，他真正地忠

于他家人的所有传统。他把传扬基督的男男女女小孩拿下，

收到监狱里。对于他来说，基督教是新的东西，完全背离他

的文化和他的祖先的宗教。他甚至还参与杀害了一些见证福

音的人（使徒行传 8：1－3）。然而，也就是这同一个人，遇

见了基督，准备好了忘掉他过去所信的一切。 

在使徒行传 8：9，我们读到一个名叫西门的人，他以他

的魔力使每一个人都诧异不已。我也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似

乎在他们的宗教行为上有着很大的能力。他们被当作伟人一

个看待。没有他们的指导，没有庆贺，没有播种，没有婚姻

或葬礼可以进行。然而，我看到了他们有些接受了主耶稣成

为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生命完全地改变了，他们把偶像烧掉，

也不再行魔术。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他们这么做完全是

因为他们找到了基督。 

 

没有什么障碍是福音的大能穿透不了的。在你作见证过

程中，不要感到沮丧。不要害怕跟人分享基督为你做的一切。

我们的主永远不变。祂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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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

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马太福音 28：18、19）。即使

是死亡和阴间也阻碍不了福音的传播。罗马帝国曾经尝试过

阻碍福音的传播，但 终还是失败了。没有什么宗教障碍是

福音的大能翻转不了的。我们不可以单靠着自己做，在我们

里面的圣灵将会做。 

做一做 

5. 跟别人交谈中，克服宗教障碍的 好的方法是 
a) 尝试劝服他，让他知道他所信的宗教是错误的。 
b) 告诉他你曾经尝试过信他的宗教，但这个宗教一  

点帮助都没有。 
c) 用你自己的生命让他看到你有更好的可以给他。 

6. 我们不需要害怕跟其他宗教的人分享福音，因为 
a) 福音的大能胜过其他任何力量。 
b)  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好人。 

7. 你或者你认识的某些人是从其他宗教回转归向基督

的吗? 如果你回答是，那么为什么你决定改变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语言障碍  

目的 3：给出两类语言障碍及克服方法。 

你比其他人更认识你的同胞。你懂他们的语言。这就是

为什么效法基督的个人宣教模式，在自己的家乡作见证比较

容易。 

但我相信当基督拯救了我们，差遣我们出去见证祂的爱

的时候，祂一定也会帮助我们克服语言障碍。为了让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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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祂能帮助我们学习另外一

种语言。 

很多传教士被人取“非洲人”这样一个绰号，因为他们

说我们的语言实在说得太好了。在我的国家，很多基督的工

人学习其他语言，目的是为了到其他部落为基督得着那里的

人们。如果主给你机会学习另外一种语言，那就学吧。这会

给你更多的机会传播基督拯救的、大能的福音。 

使徒保罗不需要翻译，因为他懂得希伯来语和希腊语，

可能还有其他语言。如果神带领你跟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分享

福音，你没有任何理由让这样的障碍拦阻你。 

还有一个语言障碍，是我们面对着世界上 2/3 的人口时

将会遇到的。那就是文盲——不能读不能写自己的语言。 

美国确实花了大量的金钱投资在教育计划中。也有很多

国家强调大众教育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圣经已被翻译成一千

多种语言。但是世界上 2/3 的人读不懂。在我的国家，就有

95％的人不会读也不会写。 

我们怎样才能够克服这样一个强大的障碍呢？我们不

能够给圣经或基督教书籍给那些不会读的人。这会阻碍我们

尝试为基督赢得他们吗？不，远远不会。 

我们的主已经克服了这一个障碍。当祂跟受过教育的法

利赛人讲话的时候，祂提到神的话：“这经你们没有念过

吗？”（马太福音 19：4）。但当祂跟普通百姓谈话的时候，

祂说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事情。例如，基督说神如此地眷顾

我们，就连我们的头发祂都数算过（马太福音 10：30）。在

向他们描述  神的国时，祂给他们讲故事，一个人撒种的故

事，婚宴的故事还有丢失的硬币的故事。祂讲话很实在，所

有普通百姓都很喜欢听祂讲话。（马可福音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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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教导不会读不会写的人去记圣经经文。当他们有神

的话存在心里时，这话能使他们远离罪（诗篇 119：11）。在

他们的心里刻字，使他们远离罪（诗篇 119：11）。 

做一做 

8. 两种语言障碍是指 
a)                                                 
b)                                               

9. 主耶稣是怎样克服文盲这一障碍的？ 
a) 祂教他们怎样读圣经。 
b) 祂使用他们日常生活的故事教导他们属灵真理。 

10. 如果神差遣你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你 好是怎

么做呢? 
a) 尝试学习他们的语言。 
b) 找一个可以跟你沟通的人传递你给他们的信息。 

社会障碍  

目的 4：解释当一位个人宣教士面对社会对立人士的时候该

怎么做。 

某些群体组织的结构方式可能是个人宣教的一个障碍。

例如，在大多数的非洲国家里，智慧跟年龄连在一起。他们

认为一个人越老，就越有智慧。所以一个年轻人跟一个年老

的人讲信仰这一类话题是不适合的。有时候一个年轻人在这

样的情形下讲话，真的需要勇气和智慧。 

我们并非是唯一一群面对这种障碍的人。主耶稣也曾遇

到过。祂 12 岁的时候，祂跟教师谈话，他们都很惊讶。对

于他们来说，看到一个小孩子有这般智慧实在是很希奇（路

加福音 2：47）。之后在祂的传道中，那些想要拦阻祂传扬神

的福音的人就说祂社会背景卑微（马可福音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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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主耶稣医治了的那个盲人去告诉犹太宗教领袖主

耶稣真的是从神来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认为这个

盲人不配跟他们说神，他们是长老，所以他们比他有智慧（约

翰福音 9：28－29，34）。 

提摩太是保罗命定管理以弗所教会的年轻牧师。他也一

样要面对年轻这一个障碍。所以保罗写信激励他。保罗在主

与圣灵的面前命定他接受这一个责任（提摩太前书 4：11，
12）。 

 

你也许也要面对社会对立人士。你也许被带领去给在世

界上具有高位置的人，或具有高学历和非常富有的人作见

证。他们可以觉得你没有资格跟他们讲神的爱。但不要停止

分享福音。记住差你来者永远与你同在，祂会赐给你智慧。

基督克服了，提摩太克服了，你也能克服。 

做一做 

11．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如果我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跟在生活中拥有高

地位的人作见证不会感到害怕。 
b) 我只跟那些比我年轻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 
c) 跟与我们不一样的人传福音，我们需要智慧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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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d) 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准备好跟任何一个人传讲基

督的福音。 
e)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跟某些人讲基督，那么

我们 好是保持沉默。 

12. 在这一课里，你学到的 重要的真理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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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1． 生命 
2． 一样的 
3． 我们是谁 
4． 障碍 
5． c)  
6． a)  
7． 你的个人答案。我很高兴因为主耶稣给了我生命的  

意义。 
8． a 希望向人们传福音，但不懂他们的语言 

b 尝试向那些读不懂圣经（文盲）的人作见证 
9．b)  

10．a)  
11．a 对   b 错    c 对   d 对  e 错 
12．你的个人答案。我会说我学到了神的话是不受捆绑的，

没有力量可以拦阻福音传播到给各地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