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 
10. 耶稣差遣使徒的教导耶稣差遣使徒的教导耶稣差遣使徒的教导耶稣差遣使徒的教导       

(太 10:1-42)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
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痲疯的洁
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太 10:5-10) 
 
传扬天国的福音，起初是耶稣发起的。祂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

样的病症。所以，没有得到属灵权柄以前，人是无法去传天国的福音的。传福音的工人需要有属天的
异象，耶稣的差派和实际的行动。首先，合神心意的工人是愿意听从耶稣吩咐的仆人，工人看见耶稣
基督的心肠，看见人的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看见祷告的配合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
祂的庄稼。，这愿意听耶稣的吩咐的心是最重要的。第二，合神心意的工人是有坚强心志与能力的基
督精兵，这些人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有效地达成神的计划和目标。传福音的差派包括差派前的装
备，心志的考验，话语的造就，信心的加强，和谦卑的态度。第三，传福音的工人为了满足神的心意
而接受神的托付，四处传福音，忍受苦难。神乐意赐下生命的冠冕给愿意为真理打美好仗的仆人。 

 
一一一一、、、、 听从耶稣的吩咐听从耶稣的吩咐听从耶稣的吩咐听从耶稣的吩咐 
 
1. 耶稣差遣使徒外出耶稣差遣使徒外出耶稣差遣使徒外出耶稣差遣使徒外出  
 
｢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 (太 10:5) 
 
    传福音的重点在一个｢去｣字。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等候机会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才愿意作工。我们的
想法是想要人｢来｣，主的命令却是要我们｢去｣。｢要人来｣好比请别人把鱼送来，放在鱼缸里，使我们
成了看守鱼缸的人。｢我们去｣是使我们去到水深之处，成为得人如得鱼一样的渔夫。(约 4:19) 
 
2. 首先传给首先传给首先传给首先传给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以色列家 
 
｢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
里去。｣(太 10: 5) 
 
    传福音的道路是一条崭新的道路，那一条路也是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不能靠自己已往的经历
来从事传福音的工作。耶稣怎样吩咐我们，我们就该怎样行。我们不是不用头脑，但是只用头脑通常
会把我们引到一条迷失的路上。正如箴言第十四章所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箴 14:12) 福音的策略由基督来决定，不同的时期有不同工作的对象和重点。神以后也会让外邦人和
撒玛利亚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些门徒们在那时不用担心，神的旨意是让福音先传给以色列人，然后
再传给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 
 
    若凭着人自己的判断，通常我们会选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和地点。有时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选择
错误也能结出一点少少的果子。但是我们属灵的眼光若是被神开启，我们就会看见错误的拣选就像罗
得的拣选，是那样的错误一般，看见其结果是那样地可怜与羞耻。罗得与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罗得
选择了约但河的全平原，直到琐珥。从人的眼光来看罗得真是精明，他所拣选的是滋润的平原。但
是，至终却不蒙福。后来他经历了极大的天灾，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仆人，损失了一切的财物。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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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琐珥，就是小的意思。(创 19:10,22) 在那里和两个女儿乱伦生下了不蒙祝福的摩押人和亚扪人。
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申 23:3) 罗得拣选约但全平原的时候，琐珥在其中。
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最后沦落到琐珥这个小的地方。亚伯拉罕顺服神，情愿让罗得拿走了全平原地，
只留下了山地，但是神却让他在山地上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地，神都赐给他。不
但赐给他，也赐给他的后裔。不是一段有限的使用时期，乃是直到永远的产业。(创 13:14-16) 
 
3传扬天传扬天传扬天传扬天国的福音国的福音国的福音国的福音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太 10:7) 
 
    主耶稣如果不这样吩咐，我们就不会随走随传。通常我们会选择我们要传福音的地点。耶稣的心意
是要使徒们把福音传遍给以色列人听，所以要走遍各城，这是非常困难且辛苦的事，因为我们肉体都
喜欢有个安定的住处，没有人喜欢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然而，主耶稣却吩咐门徒，要随走随传。使
徒行传中那些门徒在司提反殉道之后，往各处去传道。(徒 8:4) 请问若是只有一个人听道，还要不要
传? 那不是白费口舌吗? 腓利在旷野传道，只有一个人听道。那人是埃提阿伯人，是个大有权位的太
监，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 (徒 8:26) 他听见腓利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就接受了福
音。信主后，立刻要求受洗，受洗后欢欢喜喜地回到埃提阿伯，将福音在埃提阿伯传开了，直到如今
那里还有许多基督徒。这是腓利传讲天国的福音所带出来的果效。 
 
4. 信靠神的能力信靠神的能力信靠神的能力信靠神的能力  
 

｣「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痲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太 10:7-8)  
 
    当门徒被差遣外出传天国的福音时，耶稣赐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太
10:1) 门徒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爱心、聪明、智慧、经验来传福音，他们乃是倚靠圣灵的大能。耶稣
如何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4:18-19) 门徒也接受耶稣的托付，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亚 4:6) 他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自己可

得甚么好处，他们传福音是因为他们白白从主那得到恩典，赏赐与能力，也要白白的舍去。正像使徒
保罗所说的：「我的赏赐是甚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

｣柄。 (林前 9:18) 不但分文不取，还要放下人的骄傲、成见、自我。向甚么样的人传福音，就作甚么
样的人，如此可以超越文化的障碍，使我们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林
前 9:23) 这是传福音的原则，不但要白白舍去，还要放下自己，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林后 12:9) ｢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像保罗所说： 除了基督藉我
作的那些事，我甚么都不敢题，只题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使外邦顺
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传了 ｣基督的福音。 (15:18-19) 
  
5. 接受神的供应接受神的供应接受神的供应接受神的供应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

｣食，是应当的。  (太 10:9-10) 
 
    神的工作必不缺乏神的供应，一百多年前戴德生从英国来到中国创内地会，他们都是凭信心仰望神
的。他们没有向人募捐，只求神供应一切宣教的需要。神也感动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人数一直
维持在一千宣教士左右。神是信实的，神垂听戴德生的祷告，他说：「我若有一千英镑，我不会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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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镑不给中国人，我若有一千条灵魂，我必不留下一条 ｣不给中国人。 直到如今，海外基督使团仍然
竭力在世界各地向中国人传福音。 
 
二二二二、、、、 有坚强心志与能力的基督精兵有坚强心志与能力的基督精兵有坚强心志与能力的基督精兵有坚强心志与能力的基督精兵 
 
    四处传福音的道路并不是平顺的，主的门徒必须勇敢地闯入撒但掌权的领域，大胆的将人的灵魂从
狮子的口中抢救出来。这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唯有顺服主，倚靠主才能打赢这场美好的仗。这场争战
中我们所要遇见的难处很多，但是我们若忠心于主的托付，就必经历靠主得胜的喜乐。 
 
1. 福音有时会遭人弃绝福音有时会遭人弃绝福音有时会遭人弃绝福音有时会遭人弃绝 
 

｣「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太 10:14) 
 
    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容易的，除非有人已经作了许多松土的工作，否则一开始必有许多人弃绝福音。
难得有人一听就信，福音的使者不可灰心，如果在一处传福音遭人弃绝，就该转往别处去。但是不要
放弃，以后有机会还要再回来传。有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寻找失丧灵魂的发动者，也是感动
人接受福音的成全者。一再抗拒圣灵到底的地方，神就任凭他们拒绝光，喜爱黑暗，直等到日后的审
判临到。 
 
2. 要运用智要运用智要运用智要运用智慧慧慧慧和能力和能力和能力和能力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太 10:16) 
 
    门徒们去传福音如同羊进入狼群，仅有驯良像鸽子的性格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灵巧像蛇的快速与机
动。面对众多未重生，不敬畏上帝，只为今世利益活着的人，若不灵巧，必定会被恶人诬赖、陷害，
甚至被杀。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引导，也需要对现实的问题有正确的属灵看见。譬如面对各种疾
病可以化挑战为荣耀神的机会。但是传道之人若没有得到属灵的能力和权柄，如何能证明是奉主差遣
的呢? 当然有些病人，神有主权不医治。虽然疾病是从亚当犯罪才开始有的，但不是所有的病症都是
直接与罪有关，也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撒但差役直接的攻击。疾病得医治是因为神怜悯人，为了加强
人对神的信心，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在传福音的工作中，有些人因着疾病得了医治而信主，这是
圣灵能力显明的方式之一。 
 
    撒但用尽它一切的方法拦阻罪人脱离它的捆绑，灵界的攻击是撒但惯用的手法之一。首先，撒但拦
阻宣教士到宣教的工场。(帖前 2:18) 撒但是世界的王，它兴起环境攻击宣教士。牠用的方式很多，疾
病，亲情的系绊，缺乏财务的供应等等都是它常用的技俩。若是无法拦阻人到达宣教的工场，撒但就
让人失去见证，灰心丧胆，失去能力，不能胜过灵界的势力。在宣教的工场上，面对人被鬼附时，宣
教士能力的考验就真实地临到。我们是否有能力赶出恶鬼呢? 如果赶不出来是甚么缘故? 主教导门徒
要有禁食祷告的素常，因为有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不能赶牠出来。(太 17:21) 保罗奉耶稣基督
的名赶鬼，鬼也认识保罗是至高神的仆人。(徒 16:17-18) 但是也有人擅自称主的名赶鬼，竟然被鬼胜
过。(19:13-17)  
 
    2002年在我第三次去法国短宣的时候，在法国的第六大城格勒诺布尔(Grenoble) 两度被邀请在当地
最大的基督教堂讲道。有一次主日崇拜后，好多位法国人到前面来接受救恩，有人承认他们淫乱的
罪，有人疾病得医治。还有一位法国人被邪灵压制多年，那天得到释放，他喜乐地逢人便作见证，当
我们开车离开当地时，他与当时二十多位接受主的中国学生们依依不舍地送我们上车。我们祷告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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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交托给主，后来这些中国学生参加了每周五的查经班，也有许多人开始参加主日崇拜，法国的教
会还为他们买了耳机，可将信息从法文翻译成中文。那次为时一周多的短宣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圣
灵感动我和孙师母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使我明白自己并无法争战，乃是要靠圣灵的大能来争战。 
 
3. 忍受各样苦难忍受各样苦难忍受各样苦难忍受各样苦难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太 10:28) 
 
    宣教随时会遇到危险的状况。撒但用很多的方法来恐吓我们，使我们不敢宣扬主的福音。主题醒我
们，连我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若不是天父允许，一根也不会掉下来。不要惧怕，我们比许多麻雀
还贵重。(太 10:29-31) 2000年第一次到巴拿马宣教时，来接飞机的丘弟兄就告诉我要小心，几个月前
有一位从加拿大来的圣经学院学生被人打倒在地，钱包和护照都被抢走了。之后他就返回加拿大不再
来巴拿马了。因此，我一到宿舍他们就把我的护照放进保险箱中保存，免得被偷或被抢，以免回美国
时会产生困难。当时我还认为他们太过谨慎，心想一辈子没有被人抢过，不会有甚么事发生的。 
 
    因着神的怜悯，我蒙了保守，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是接飞机的丘弟兄在我离开巴拿马的前一天打电
话告诉我，他不能送我去机场了，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家被抢了。有几个讲西班牙话的歹徒夜间跳墙进
到他的院子里来，破门而入，将他和他的妻子都绑起来，他请求这些歹徒不要惊吓到他九十几岁的老
母亲，那些歹徒答应他的请求。然而却将他全家洗劫一空，只是没有进到他母亲的房间里。撒但的诡
计和攻击是何等的大，特别是在福音正在突破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撒但的攻击。正如保罗所
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甚么事。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徒 20:22-24) 后来我又去了巴拿马两次，看见中南美洲福音的
需要，华人中仅有千分之五信主，迫切祷告，希望以后能再度去还福音的债。 
 
三三三三、、、、 得从神来的奖赏得从神来的奖赏得从神来的奖赏得从神来的奖赏 
 
    最后我们应当知道，神将对外传福音的异象赐下不是要成为教会的重担，乃是要让所有对神忠心的
仆人们都得到厚厚的奖赏。虽然我们参与宣教并不是为了得赏赐，但是我们需要知道顺服主的人必得
赏赐。让我们尽全力来满足父神的心。神为爱祂之人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为闻，人心也想象不
到的。有些人是主呼召要到宣教工场上去的宣教士，有一些人是支持宣教士的代祷者，也有一些人是
供应宣教士经济需要的同工。盼望我们中间人人都能在宣教的使命中有份于主的托付。愿主再来的时
候，我们每一位都能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立在基督荣耀的宝座前，得到主的称赞、荣耀、与尊贵。
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基督要赐给忠心仆人的各样奖赏。 
 
1. 得生命的赏赐得生命的赏赐得生命的赏赐得生命的赏赐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太 10:39) 
 
    神是万福的源头，祂必定纪念为祂摆上性命的人。我们今世的生命是短暂的、贫穷的、软弱的、卑
贱的、失败的、必朽坏的、会死亡的。然而，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却是永恒的、丰富的、强壮的、荣
耀的、得胜的、不朽坏的、必复活的生命。所以若想要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必须要放弃今世的生命的
主权，让神来完全掌管我们的一生。这正是雅各书所记载那生命的冠冕：「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 ｣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祂之人的。 (雅 1:12) 
 
2. 得事奉的赏赐得事奉的赏赐得事奉的赏赐得事奉的赏赐 



 5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太 10:40) 
 
    神是荣耀的神，一切的荣耀都应当归给神。只有神配得荣耀、尊贵。我们当称颂神直到永远。保罗
在大马色的路上曾见到基督的荣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三日之久不能看见。
保罗因此何等盼望被召，被称义的人得荣耀的日子早日来到。(罗 8:30) 基督身为长子将来要领许多的
儿子进入荣耀。(来 2:10) 彼得蒙圣灵的启示，看见了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的身上。(彼前 4:14) 神为
事奉祂的人预备了荣耀的冠冕，这就是彼得对众长老的劝勉：「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
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
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

｣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彼前 5:1-4) 
 
3. 得先知的赏赐得先知的赏赐得先知的赏赐得先知的赏赐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太 10:41) 
 
    先知是为神作出口的人，甚么是先知所得的赏赐呢? 神称摩西是神所设立的先知，先知所说的话是
带着权柄的，谁不听从先知奉主名所说的话，神必追讨谁的罪。(申 18:18-19) 先知所讲的话必然成
就，神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上 3:19) 保罗论及新约
中先知讲道的能力是应当羡慕的，因为先知说的话是能造就、安慰、劝勉人，并且造就教会。(林前
14:1-4) 感谢主祂要将先知所得的赏赐分给接待先知的人，我们不是人人都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我们
都有机会接待先知，为他们祷告，鼓励他们。等主再来的时候，神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
畏神的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盼望我们都在其中。(启 11:18) 
 
4. 得义人的赏赐得义人的赏赐得义人的赏赐得义人的赏赐 
 

｣「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 (太 10:42) 
 
    ｢ ｣神是不偏待人的，彼得说：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徒 10:34-35) 哥

赒尼流是外邦人，虽没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是个虔诚人，全家都敬畏神，多多 济百姓，常常
祷告神。于是圣灵感动彼得去向他传福音。将来为主舍命的圣徒要蒙恩穿洁白的细麻衣，赴羔羊的婚
筵，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启 19:7-8) 这公义的冠冕保罗确知他必然可以得到，你我都应当效法
保罗，看世上的名利如同粪土，以前我们以为有益处的，如今都当看成是有损的，愿我们都成为爱慕
主显现的人。(提后 4:7-8) 
 
5. 得门徒的赏赐得门徒的赏赐得门徒的赏赐得门徒的赏赐 
 
「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
赐。(太 10:42) 
 
    门徒是跟从主的人，在使徒行传中，只有两次题到信徒，却是屡次题到门徒。门徒是算计过代价，
知道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还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若我们也愿跟随羔羊的脚踪行，当记
得主的应许：「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

｣倍，并且承受永生。 (太 19:29)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愿意不违背天上
来的异象，装备自己，接受基督的差遣，顺服圣灵的引导，传扬天国的福音，得神所赐的奖赏吗? 愿
神让我们听到福音后，愿意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穿上传平安福音的鞋，将天国的福音从本地传到地
极，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                                                                                                     N01101S孙雅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