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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NESS 

1 Peter  3 .13-18 

A sermon preached  by Ian Garre t t  

 

 

今晚我们要学习的是门徒训练系列见证这一主题。见证是一

个基督徒的术语，意思是把关于耶稣的福音跟那些还未信耶稣的

人们分享。 

有一个人在这个主题上让我受益匪浅，他的名字是John 

Chapman，大家叫他Chappo。他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传教者，在座的有

些人可能记得他在这里带领过外展活动。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

物，甚至有人为他立传。让我来读一段： 

在1994年，John在英格兰的纽卡斯尔。同样这一次他事工的对

象也是学生。但场地很明显的不同于他之前宣讲的地点：剑

桥的Guildhall或是牛津的Sheldonian图书馆。这次场地在The Boat，

一只停泊在泰恩桥下的船上。John在他的代祷信里写道： 

周一晚上我在The Boat［别说JPC永远都循规蹈矩的］。那是一

个学生酒吧，里面有一个旋转舞池。里面有300多人。典型的

酒吧。音乐震耳欲聋什么对话都听不见。灯光闪烁，干冰从

地板下面冒出来，好像以塞亚书第6章里的异象。但当我走上

前去讲话的时候下面听的还不错。有两三个喝醉了的开始提

出质疑，不过一些基督徒把他们赶了出去。［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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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对其痛恨至极，但基督徒们却对其喜爱有加。我喜

欢的福音传道的方式是要我能够掌控全局，完全不需要信靠

神。但他，在他的良善的意图里，一直把我推到全新的、可

怕的地方去。 

福音传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交流福音、交流我们在新约中看到

的、关于耶稣的消息。 

在圣经里，神告诉我们福音传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荣幸和责

任。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今晚有关于此的经文。请把圣经翻到第

1219页，彼得前书第3章第15节：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

常作准备……回答各人； 

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不只是对某一些人，像是John 

Chapman有福音传道的恩赐。不过，我们需要理清一个概念：福音

传道不等于像这样的布道。让我引用Chappo经采著作 Know and Tell the 

Gospel. 他16岁信主，他写道： 

我开始了暴风骤雨似的传道活动。我的家人受害最深，每天

早餐时间我都要小规模的布道一番，这样持续几个月的时

间！我记得最终我父亲有一天早上怒气冲冲的说：“你吃早

餐的时候不是在教堂里吧？为什么每次我一吃早餐教堂就出

现了？［然后John Chapman评论道：］30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

觉得那确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虽然当时我认为那是一

个对福音悖逆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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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福音传道的意思不是霸占10分钟的话语权，把全部基督

教信息一股脑的倒出来。而是要努力帮助人们得到聆听福音的机

会，无论用何种方式。显而易见的方法之一，就是邀请人们到一

些活动来，在那里他们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福音。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努力让周日的礼拜平易近人，让那些还在思索信仰的人们

能够融入进来。这个理念是我们很多活动的宗旨，比如为我们青

少年准备的House，为留学生的Globe Café，还有基督教探索课程的试

听活动，还有就是每一年的这个季节的圣诞颂歌1，这也是最容易

发出的邀请。 

我举个例子，记得有一个叫Paul的学生把整个大学足球队都带

来了（他是队长这个因素起了些作用）。我之前不认识他，所以

我说：“你来JPC很长时间了吗？”他说：“是的，从我大学一年

级开始。”我说：“哦，对不起我之前从没好好认识你。”他

说：“没什么的，我每年只来一次，就为了圣诞颂歌。”然后我

说：“那你想没想过在别的时间也来？”他说：“没有，我不是

基督徒。”我说：“可你把你整只球队都带来了！”他听了回答

道：“每个人圣诞节都应该来教堂嘛，是不是？” 

所以，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从文化上讲，很多人还是

觉得圣诞颂歌就像火鸡一样，是圣诞节的一部分。 

所以邀请人们到一些活动来，是福音传道的一种方式。 

                                                
1 Carols by Candle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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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些机会存在在谈话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讲话

的工作。这是我们今晚经文的内容。看看彼得前书第3章第13节：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

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的威吓：或译所怕的），也不

要惊慌； 

这里所讲的威吓，是人们对于我们的见证可能产生的消极反

应。这封信的第一手读者对威吓感触甚深。翻到第4章第2节。彼

得之前在说一个人承认耶稣为主意味着什么，第4章第2节他说：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

旨意在世度馀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

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

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

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在第4节中的那两件事，难道不是我们天性使然都怕的吗？如

果我们为耶稣而活，传讲耶稣，人们会如何看待我们。以及他们

将如何做出反应。比如说，纽卡斯尔大学学生的报纸有一次根据

对一些基督教联盟成员的采访，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是学生，

不谈性》的文章。我引用： 

Chris，大学二年级学生，说：“当性行为不在婚姻这个环境之

内，受伤害的可能性非常大，包括性疾病的传播和不忠诚的行

为。”他对这个说法似乎很自信，这种说法在任何一个学生酒吧

里都会引起强烈的反感，甚至立即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笑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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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联盟的成员们似乎对这些嘲弄持漠视态度。［文章继续

道：］对普通学生来说，［他们的］态度不可避免的要被误解，

更不会有人相信。 

我们的天性都是会担忧人们的想法和反应。这就是彼得要帮

助我们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标题： 

 

1、与其他人对你的看法相比，要更在乎耶稣对你的看法（第

14b节到15a节）   

再往下看第14节的结尾： 

不要怕人的威吓（的威吓：或译所怕的），也不要惊慌；只

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就是说，提醒自己耶稣是你的主，并且认定他是你唯一想要

取悦的那一位，纵使这样做的代价是其他人对你的不满。举个例

子，前些日子我们有一个叫James的学生参加了一个橄榄球球队。

之后发现新装备是由城里一间脱衣舞俱乐部赞助的，他们的标志

将会印在所有的衬衫上。他的队友们对此完全没有异议。可是他

知道，认耶稣为主，他不能为那间脱衣舞俱乐部做广告。因此他

前来找我谈话，在谈话最后，他说：“我已经知道我应该怎样

做，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做出这个决定。”所以我们为勇气祷

告，也求主看顾事情的结局。 

然后他就去找他的队长谈话，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但事

实上，那队长说他完全能明白，并且当时就立刻给制作衬衫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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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打了电话。他们刚好当时正在印James的衬衫，于是就没有把标

志印上去。但James之前并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他在

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以此来克服心里的恐惧。 

所以当你面对类似的关键时刻，在你的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认定他才是你想取悦的那一位。当有人问了你一个问题，给了你

一个谈讲基督的机会，这种时候在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开口

说出来。在你敲朋友的门或是给他们打电话，邀约他们来参加基

督徒的活动时，认定你不是可能会邀请他们，而是一定会邀请他

们。在你的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如果这使你回想起自己曾经搞砸过类似的机会，记得写下这

封信的使徒彼得曾经彻彻底底的搞砸过，但成了一件卓越的见

证。你记得他是如何搞砸的：在耶稣死去之前的那一个晚上，耶

稣遭到背叛之后，彼得跟随耶稣来到大祭司宅子的院子里，他们

在那里审问耶稣。一个使女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一伙

的。你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否认了三次。然后路加告诉我们：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路加福音22:6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定罪一般？不，正如圣经所说的，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1）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目光诉说了些什么。不过我猜

想，那目光伴随彼得度过了一生，那样的一个时刻也教会了彼

得，与其他人的看法相比，要更在乎耶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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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仍在考虑之中，你需要了

解这涉及公开自己的信仰，也需要了解有些时候，讨耶稣的喜悦

会让你付出令他人不满这样的代价。  

第二个标题： 

 

2、做好宣讲的准备：这包含准备的两种含义  （第15节）  

再看一次第15节：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

常作准备……回答各人；（第15节） 

所以彼得设想的状况，是别人问你们为什么相信。或是问你

们如此行事为人的缘由。例如，我岳父去年过世了。他是基督

徒，当主把他接走时，我太太Tess和我岳母陪伴在他的病榻旁。在

他离界前，我岳母请人把所有的注射器和机器之类的都拿掉，让

他自然地离去。这让医务人员印象深刻。有一名护士说：“很少

看到有人这样做，几乎所有人都要我们再做些什么，即使在我们

已经做不了什么了的情况下仍然这样要求，这是因为他们就是不

愿意面对一切即将结束的事实。” 

这话听起来不是一个问题。但这是一个含蓄、没有言明的问

题，需要做出回答。这使得Tess的母亲有机会表明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认为这并不是我岳父的终点。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回答各人；

（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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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当别人提出问题

时，愿意抓住机会解释我们的信仰。我至今依旧害怕的事情之一

是这个人不想讨论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尊重别人是否想要谈论基

督教的事情、或是参加一个活动的意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

果别人没兴趣，至少从目前来看，勉强只会带来反效果。但是，

别人发问的好处是，这样一来你就得到了讲话的权力。 

而另一个担忧则是，如果我们试图回答，却不知道如何支持

我们的观点，或是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的反击。对此我想说：信

靠主，并且尽可能地答复。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就说你不知道，

但是你会回去想一想，并且给对方一个答复。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准备的另一个意义，就是要接受装备：思

考福音并要知道如何解释福音，回答与其相关的问题。对此有一

种说法：如果别人问的某个问题你不知道答案，那么下次别人再

问同样问题的时候，你不能依旧不知道答案。找出答案，你可以

请基督徒朋友帮助你，或是问教会的工作人员。我能想到的关于

装备最好的书籍，就是我刚刚提到John Chapman的Know & Tell the 

Gospel。 

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透过装备学习到。你要随机应

变，而且有一半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事后才想到更好的回答方

式。但是，回答问题的关键原则是让你的答案指向耶稣，并提到

福音的核心内容。例如在公司的圣诞节派对上，有人问你：“我

从来没有看到你喝超过一杯酒，更没看过你喝醉过，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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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我不想喝醉。”但这跟基督徒完全无关。所以你至

少可以说：“我是基督徒，我认为喝醉是不对的。”或是可以更

明确地说：“我是基督徒，想要让耶稣掌控我，而不是别的东西

掌控我。”试着指向耶稣和福音的要点。 

但是，如果没有人问我们可以指向基督的问题，怎么办？我

们就被动等待吗？ 

并不是。我认为答案是：我们应该主动提出引向福音的话

题，“钓”出人们的问题。例如我在Globe Café帮忙时认识了一个中

国人。他要是问我“我怎样做才能得救赎？”这样的问题就好

了。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存在。而他问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

么办Globe Café？”我可以说：“嗯，我喜欢认识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我的确喜欢。但是我这样说的话就与基督完全无关，所以

大概不会向有意义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说：“嗯，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两个原因：耶稣要我们表现出好客的行为，另一个原因是

我们想要找机会跟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但他只说：“我没有信

仰。”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对信仰的陈述。无论何时只要

有人做出了对信仰的陈述，你就可以问他相信的理由，看看话题

能发展到哪里。所以我问他：“你真的相信你没有信仰？”他回

答：“是的。”我又说：“那你觉得你死了之后会怎么样？”他

说：“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一种信仰吗？他

盯住我，说道：“好像是。”所以我说：“你这样相信有什么原

因吗？”他想了一会说：“没有”，然后他又说，“为什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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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你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这样问了之后，你就得到分享

福音的权力了。 

像圣诞颂歌这样的基督徒活动也是如此。在一种回避神这个

主题的文化中，这样的活动给了你提及神的权力。如果有人跟我

一起来，我总是会在活动结束之后、或在回家路上、或是第二天

问这样一个问题：“你对布道怎么看？” 

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也要说，有很多情况闭口不言才是最明

智的。比如在第3章开头说的，彼得处理信徒妻子嫁给非信徒丈夫

的问题。回过头来看第3章第1节：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

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

来。（第1节） 

注意，很明显，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言语、没有听到福音的情

况下相信基督。所以彼得一定是假设妻子已经试图说了些什么，

试图让她的丈夫感兴趣，但眼下他就是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

下，试着勉强不是进展的途径，就像Chappo在早餐桌上的做法一

样。进展的途径是你始终如一地活出你的信仰，并且等待和祈祷

以后时机会出现。这原则适用于所有亲近的关系：与室友的关

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关爱和尊

敬我们的父母是做见证的核心。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简短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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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心你口中的言词，并且用你的生命为它作证  （第

15b到16节）  

往下看，第15节的末尾：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

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

行的人自觉羞愧。（第15b到16节） 

所以15节的末尾说：小心你们口中的言词。 

它说：以温柔的心回答，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是不要反应过度

或是气势汹汹。因为彼得知道有些问题和评论是怀有敌意、是尖

锐的。例如，“相信你的宗教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这难道不是

很自大吗？”或者，“我认为每个教会都一样，充满了伪君

子。”我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很容易缺乏温柔。 

并且它还说：用敬畏的心回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2，因

为这个词的本意是“威吓”，和14节中的一样。所以这个翻译的

版本，它的解读是要你尊敬与你谈话的人。但我认为这里是在说

敬畏神，就是在圣经中经常出现的尊敬神，想要讨神喜悦，害怕

让神失望。因此要确保你是用这种方式回答的。这意味着不回避

真理。比如说，如果有人问你是否真有地狱。这意味着不扭曲真

理。例如，不要说福音是事件发生短短几年后写的，而事实上，

它们很可能是至少30年后才写的。 

                                                
2 牧师在此处说“这不是一个好的翻译”，所指的是英文的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这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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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第16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就是说，要小心翼翼的用

你的生命，为你所说的话作证。不是说我们能够用一个完美的生

命来为它作证。但我们可以避免用虚伪去破坏它。 

John Chapman现在已经80多岁了。十年前我休假的时候，我在澳

大利亚和他待了一阵。一天晚上我带他去悉尼歌剧院吃晚餐，之

后去听Donizetti的音乐会。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宣布那天是他71

岁生日。于是我说：“你怎么不搞一个比这个规模大的生日？”

他回答说：“他们为我的70岁生日精心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不过他们把年份搞错了，我不忍心告诉他们我当时只有69岁。”

然后我哄劝他说了一大堆他一生传福音的故事，最后我问他：

“现在变得容易些了吗？” 

他回答说：“答案是：坚持住，最开始的50年是最难的。” 

让我们来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