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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 IPLE NAMED T IMOTHY 

Acts 16.1 - 5 

A sermon preached by Ian Garrett 

 

 

在一次选举期间， 我所属地区的议员敲开了我的门。他问我

有没有什么特别关心的事项。其中一项是政府应该提倡婚姻还是

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我说，“对。性行为。”看他热切的表情我

就知道，他在猜想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并且期望我能给出

更多线索。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于是他猜错了，接着他花了几分

钟时间向我保证他支持各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不认为婚姻应该享

有特权。但是他在拜访我一个朋友时，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承诺，

并表示出对婚姻的支持和鼓励。 

就像有些人说的，“正直在政坛中就好像氧气，位置越高，

就会越稀薄。” 

这通常被称作是“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1。”就是

说，对某个人采取某种姿态，对另外一个人采取某种完全相反的

姿态。完全没有原则可言。 

但是“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事实上出自

圣经，出自使徒保罗。而且它的意思与完全没有原则刚好相反。

                                                
1 Being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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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思是：当你有清晰的原则时，你可以在不破坏原则的情况

下做到灵活变通。 

我们继续使徒行传系列，而这就是今晚圣经章节中的重点。

这就是：为了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分享福音，为了新基督徒们能够

融入教会，在福音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任何事情上

做到灵活变通。 

请把圣经打开到第1111页，使徒行传第16章。今晚布道大纲在

礼拜单张的最后一页。 

为了回忆起今晚章节的背景，我的第一个标题是： 

 

第一，  对于福音，我们必须坚持。  

就是说，当福音在受到威胁的时候，要坚定立场。 

看回到第15章第1节： 

1有几个人［这里指一些犹太基督徒］从犹太2下来， 教训弟兄

们［指外邦基督徒，即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说 ：你们若不

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 

福音说，我们得救，也就是我们该受审判却能够被神接受，

是因着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就好比我们一起去电影院，我走上

前去帮你买了票，之后你不用再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进去了。同

样的，耶稣走上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接受他，我

们不用再做任何事就可以进入神的国。 

                                                
2 下划线的词语为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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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使徒保罗一直对外邦人所讲述的。他们中的很大一部

分信靠了耶稣。但这些犹太基督徒却反驳说：“事实上，那还不

够。你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例如受割礼，还必须遵守所有摩西的

律法。” 

保罗的想法是什么？是“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平、

保持团结，我们就灵活变通些，给外邦人行割礼吧”？不。 第15

章第2节这样说的： 

2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分争辩论。  

对于福音，保罗的态度是完全的坚定不移。因为真理是精准

的。就好像2加2不等于3.9或是4.2，所以福音是，唯有通过耶稣的

死，我们才能与神和好，并且全心的信靠这个真理，不加不减。

如果人们要添加条款、违背福音，保罗会坚定的反对。所以有些

争执我们必须要坚持，有些争战我们必须要参与，那就是在福音

受到威胁的时候。 

这就是今天内容的背景：对于福音，我们必须坚持。 

 

第二，对于福音以外的，我们必须灵活变通。  

也就是说，当福音不受到威胁时，我们可以表现得灵活些。

从使徒行传第16章第1节开始看： 

1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

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2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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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3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

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因此，从经文可以看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这意味着

该地区的犹太人应该是把提摩太看作一个犹太人。但是提摩太并

没有受割礼，那是旧约时代犹太人的记号。这一定大大冒犯了这

个地方的犹太人。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未受割礼无异于不认

神。因此，在第3节可以看到，保罗给提摩太行了割礼。 

那保罗是不是正如那个议员？向什么样的人，他就作什么样

的人？在第15章当犹太人坚持割礼时，他持反对意见。然后在第

16章突然180度大转弯，为了不惹恼犹太人给提摩太行割礼。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第15章福音受到威胁，他对福音的真正解释寸步不

让。然而在第16章，福音没有受到威胁，于是他的方式灵活变

通。因为在第16章里，提摩太不是外邦人，而是犹太人。没有人

是为了他是否能得到救赎而叫他受割礼。保罗这样做只是为了避

免冒犯那个地方的犹太人，避免让犹太人以为他企图使犹太基督

徒违背他们整个犹太人的传统。保罗并无此意。 

因此，当福音不受威胁时，他灵活变通。这是为了避免引起

不必要的冲突，挪走妨碍人们听到福音不必要的障碍，使新基督

徒尽可能容易的融入教会。 

我们也应该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到22节讲到有

原则的灵活变通。在布道大纲的下一点。我们先读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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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

要多得人。20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然后他又从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同样的事情： 

向律法以下的人，［活在旧约时代摩西律法以下］还是作律

法以下的人，［虽然我不在律法以下]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 

因此，当福音不受威胁的时候，保罗愿意灵活变通，体贴他

们的文化、期望以及顾虑。实际应用上面，他要我们对有宗教背

景的人保持灵活变通的态度。 

例如，我还记得第一次有人建议我：在和穆斯林信徒谈话

时，不要将圣经放到地上，不要用破破烂烂的圣经或是写过字的

圣经。这是因为他们决不会这么对待古兰经。如果我们那样做，

他们会认为你并不看重圣经。我起先不赞成这个建议，一部分原

因是，你怎么对待圣经并不反应你对神的态度。另一部分原因

是，我有权把我的圣经放在地上，在空白部分写字，主并不在

意。但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1节，保罗说： 

19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

要多得人。 

也就是说，对他们要变通些。不要自私地使用你的自由，只

是为了炫耀你的自由。要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使用你的自由，要避

免任何不必要的冒犯。如果你想要和某些人分享福音，并且你意

识到了一些宗教和文化上的敏感地带，比如食物或衣着，那么尽

可能灵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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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来，灵活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因为在某一个程

度，福音会受到威胁。例如，对于来自亚洲的你们就不能参与家

里对祖先的膜拜（如果家人这样做的话）。因为那样的话就好像

在说，耶稣不是一切的主，有其他的神灵掌控事物。 

但是，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1节： 

21向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

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

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因此，如果保罗将提摩太带到都是外邦人的地方去，他不会

给他行割礼。当保罗去外邦人家里的时候，他没有吃犹太人认为

是洁净的食物，或者质疑肉的来源。正如经上所说，向沒有律法

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 

让我举一个我们社会中的例子：酒精。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大多数人来说，“去喝一杯”是普遍现象，甚至是例行的社交活

动的一部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适当地饮酒，但不

要醉酒。在教堂里的活动，我们的政策是滴酒不沾，尤其是出于

我们当中那些对饮酒有所顾忌的人的尊重。但是，一些邀请人们

来了解我们信仰的活动，例如在St. James Park体育馆的体育竞猜，

或餐后会谈，虽然我们不会在以上那些场合提供酒精饮料，但他

们想喝就可以喝一杯。如果是这种不在教堂里面的活动，却也没

有“喝一杯”的条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许会感觉奇

怪。这会成为整个环境里的一个阻碍，这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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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1节，保罗说完： 

21向沒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沒有律法的

人；［他立刻说到：］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

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也就是说，就好像对待那些有宗教背景的人们一样，你灵活

变通的程度有一个极限，越过了那个极限福音就会受到威胁。圣

经上说：“耶稣是主”并且掌控我生命的全部。因此，如果我在

某种程度上被酒精控制，那么就违背了神的主权。因此，我不能

说，“向那些醉酒的人，我就作醉酒的人，为要赢得他们。” 

举一个不同的例子。我们生活在视觉文化里。我们总是被告

知人是以视觉为主导，不善于聆听或阅读。而且当他们用眼看

时，注意力一次只能保持90秒，然后就需要新元素的注入来保持

他们的注意力。所以，和20年前相比，今天的电视新闻充满了图

形，新闻播报者变成了演员，内容也和以前不同了。那么，当我

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文化为向导做出灵活变通吗？ 

哥林多前书第9章会说，“是的，但是要有个度。” 

例如，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使用PPT。我们使用像基督教探索课

程那样的视频材料。我们将我们的讲道放到Clayton TV 的网站上。但

一些教会曾说，“我们要抛弃布道这一方式，我们可以做采访，

包含音乐元素，视频短片等等。” 

但底线是：福音是从神而来、给予这个世界的话语，福音在

圣经里，我们必须不以圣经为耻、信实地教导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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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福音，我们必须坚持。对于福音以外的，我们必

须灵活变通。 

但是， 

 

第三，我们必须愿意用福音冒犯别人。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第3节： 

3保罗要带他［提摩太］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

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就是说，他想要避免无谓的抵触情绪，想要为福音铺路搭

桥，而不是树立阻碍。 

但是。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单纯的讨好对方，一味的铺

路搭桥，建立联系。看看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2节中讲到最终的目

的： 

22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

人。 

所以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传讲福音，让那些心中有神在工作的

人，让他们可以信靠耶稣得救。有些人会得救，于是他们就会永

远感谢你，感谢你冒险与他们分享福音。 

也会有一些人对福音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们。因为福音对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说，你所有的宗教热忱、宗

教仪式和你遵守的条规都救不了你。它们不能把你在神面前变得

足够好。这会触怒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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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我带领过一个基督教探索课程小组，组里有一个有

着深厚教会背景的女人。但很明显，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明

白福音：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她很快就明白

了福音的真意。我记得她大发雷霆地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

受洗，我按时参加弥撒，我努力按教会的教导生活……现在你告

诉我我要下地狱。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

称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避免福音冒犯别人唯一的方法就是

不把福音告诉他们。而且那也是一种诱惑：搭了很多桥，却从不

跨过桥去。 

举个例子，几年前我被邀在一个留学生事工，像Globe Café，的

会议上讲话，我说，“我发现你们想要聚集一群人，不过你们不

想太快给他们大量直白的基督教信息，怕他们不敢兴趣就不回来

了。但是如果你聚集了一群人却始终不尝试把福音告诉他们，那

最终的目的就达不到。”我又说，“真正的传讲福音的事工一定

会在赢得人心的同时失去一些人心，我们要有心理准备。”过后

有人对我说，“我就是需要听到这席话。我们一直顾及事工的人

数和名声，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制造传福音的机会，却从来没有利

用过这些机会。” 

传讲福音总是意味着一些风险。不喜欢我们邀请他们的风

险，不喜欢我们给出的答案的风险，他们不喜欢教会布道的风

险，不喜欢我们借给他们的书的风险。但保罗了解风险这件事。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16章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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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

太…… 

如果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系列第14章的时候你在这里的话，你

就会记得路司得就是一帮犹太人用石头打保罗、放任他死去的地

方。因为这个人不但准备好为了不冒犯犹太人给提摩太行割礼，

也准备好就算冒犯他们也要向他们传讲福音。 

我们必须愿意用福音冒犯他人。我们已经造了多少桥却从没

跨过去呢？ 

对于福音，我们必须坚持。对于福音以外的事物，我们可以

灵活变通。愿意用福音冒犯他人。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必须在福音里合一，并且期待福音的成长。  

继续看使徒行传第16章第4节： 

4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

遵守。 

这是在说第15章里，从耶路撒冷教会会议发出去的信件。如

果你那周不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那篇布道。 

那次会议的目的是使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福音里合

一，而不是在次要问题上吵得天翻地覆。 

会议对犹太基督徒说：“不要坚持让你们的外邦弟兄遵守摩

西全部的律法，他们信靠耶稣，神接受他们原本的样子，所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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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应当接受。”会议也对外邦基督徒说：“不要做那些使你们

的犹太弟兄良心上有所顾忌的事情。”接着读第5节： 

5于是［因此，其结果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

增。 

这里“信心”就是“福音”的另一种说法。第5节的意思是，

福音是教会坚固的原因，使他们合一、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因为

我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可能会间离我们，不同的性格、偏好、背

景、国籍，对于一些次要问题的态度，比如洗礼的对象和时间，

世界被造的期限，星期日是否是安息日，基督徒人生里一些属灵

恩慈的重要性等等。 

但我们必须在福音里合一。因为有合一的地方，就是力量不

用在内部纷争的地方，才有力量向外传讲福音，就像第5节： 

5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合一］，人数天天加增［向外的

力量］。 

我们应该感谢神这个教会在David的带领下合一的程度，我们必

须努力保持。 

最后一点想法。 

你有时候听到这种说法：“我们只是被召信靠福音。我们不

能得出什么结果，人们是否做出回应，这掌握在主的手里。我们

只是被召信靠福音。”对于这种说法，我想路加会说，“是，不

过。”是，结果是掌握在主的手里。我们向一些人分享福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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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在这些人心里做工，他们才会归信耶稣。不过，我们应该期

待他会这么做，我们应该期待福音的成长。 

其实在使徒行传里路加在五个地方做出总结，第5节是其中之

一。引人注目的是，每一处都提到或是暗示了数量的增长。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从这里和新约其他的部分学到，我们要

期待、祷告、筹划人数的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下一个年代，我们有一个数字的异象。跟

随神，JPC会成长成一个五千人的教会，并且在建立的新教会中拥

有另外五千人。注意这不是一个预言，未来只有神知道。这也不

是企图逼迫神的大能。这只是说，如果我们工作并且神也在工

作，我们的信心中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计

划，如果神想要让这些实现，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对于福音，我们要坚持。对于福音以外的，我们可以

灵活变通。愿意用福音去冒犯别人。在福音里合一。期待福音的

成长。 

从一个人的割礼，我们竟然能学到这么多东西。 

让我们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