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This Day is a Day of Good News
列王纪下 7:9
引论
1. 在以色列历史中的“王国分裂”时期(约公元前 931-722 年)
a. 整个国家被分成了两个部分
1) 一个是以色列国，以撒玛利亚为其首府
2) 一个是犹太国，以耶路撒冷为其首府
b. 两国衰弱的局面使得它们不断受到其他国家的攻击
1) 这些国家有的离它们很近(如, 亚兰摩押、亚扪)
2) 其他的离得很远(如, 亚述、巴比伦)
2. 我们在 王下 6:246:24-29 读到了撒玛利亚被围困
a. 由亚兰王便哈达发起
b. 给撒玛利亚城造成了严重的饥荒
3. 在这场饥荒中，有四个麻风病人
a. 他们议论着自己的悲惨处境 – 王下 7:37:3-4a
b. 绝望中他们决定去投降亚兰人 – 王下 7:4b
c. 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亚兰人的军营被弃 – 王下 7:57:5-7
d. 一开始，他们只是在埋头去挑拣新发现的财物 – 王下 7:8
e. 但后来仔细一想，他们觉得必须去把他们的发现告诉其他人，于是他们就照
这样做了 – 王下 7:97:9-11
-- 从这四个麻风病人那里我们学到了这样一个有用的教训：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4. 在此次的学习中，我们应该注意到：
a. 把当时的那几个麻风病人与今天的我们进行一下对比
b. 当我们有好消息可以分享却默不作声会有什么结果
c. 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会默不作声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I. 今昔对比
A. 当初与现在属于饥荒时期
1. 当初，饥荒是因为没有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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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在，饥荒是因为得不到只有神才能赐下的福分
a. 我们的饥荒与罪的问题有关 – 罗 3:23
b. 但是神白白赐下了救赎的恩典 – 罗 6:23
B. 当初与现在都有大量可以获得的东西
1. 当初,在亚兰人的营中有充足的食物
2. 如今，在基督里有着充裕的属灵赐福! - 弗 1:3；
启 22:17
1:3
C. 当初和现在都有一些人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 当初，是那四个麻风病人
2. 现在，是所有经历救赎得着喜乐的基督徒们!
D. 但当初和现在也有着不同
1. 那几个麻风病人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去做了
a. 他们知道若默不作声是不对的
b.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好消息却默不作声惩罚必临到他们
-- 所以他们回到城里去报告这个好消息!
2. 很多基督徒却不像这几个麻风病人
a. 虽然身处“
“有好信息的日子
有好信息的日子”
信息的日子”里,他们却默不作声！
b. 当他们吃着福音大餐时，有很多人却死于灵命的饥饿!
-- 他们没有想过这样做是不对的吗？
E. 我们要好好像这几个麻风病人学习
1. 他们几个人一开始说的话可能和我们的真实情况很像：“
“我们所做的不
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
我们竟不作声！”
2. 他们还说了一些话，可能对我们来说也会是真的：“
“若等到天亮，
若等到天亮，罪必
临到我们。
临到我们。”
[经过他们的一番理论，他们考虑到了在有好消息的日子里默不作声会有的后果。我
们考虑过在知道了福音这样的好消息后却默不作声会有什么后果吗？]
II. 默不作声的
默不作声的结果
A. 我们没有遵行大使命
1. 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们遵行他所吩咐的一切命令 - 太 28:1828:18-20
2. 包括“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的命令
-- 默不作声就是不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命令!
B. 作为神百姓的我们没有行使好职责
1. 作为蒙神拣选的百姓，我们应该宣扬对神的赞美 - 彼前 2:92:9-10
2.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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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如何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b. 我们如何“
“从前未曾蒙怜恤，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现在却蒙了怜恤”
-- “蒙神拣选的百姓
蒙神拣选的百姓”能够即默不作声又宣扬对神的赞美吗？
C. 我们要为没能行使好职责而向神交待
1. 正如神对以西结所说，以西结被神立作“
“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a. 以西结应该去警戒恶人 – 结 3:17
b. 如果以西结没能去警戒恶人，恶人会因自己的罪而死，但以西结必遭
神追究责任! – 结 3:183:18-21
2. 现在，教会是神对这世界设立的“守望的人”!
a. 我们应该将福音带给每一个人！– 可 16:15
b. 那些没有听到的人将死于他们自己的罪中，但是倘若我们没有给他们
警戒，我们会被追究责任！
[尽管默不作声会有这些后果，但是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不去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告诉
给其他的人。这是为什么呢？以下是几个可能的原因——]
III. 为什么默不作声
为什么默不作声
A. 对于有些人而言
对于有些人而言，
，是因为他们自己都还很饥饿
1. 他们也许过去经历过得救的喜悦
a. 但由于没有注意，他们没能成长起来，并且已经忘记了救赎的恩惠
– 参见.彼后
彼后 1:81:8-9
b. 从真正意义上讲，他们的灵命又回到当初饥荒的状态!
c. 因此，他们没有什么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东西与他人分享
2. 那些正在享受救赎恩典的人们必愿意去告诉别人
a. 就如同大卫在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那样 – 参见. 诗 32:132:1-11
b. 如同腓力发现自己找到了耶稣时所行的那样
– 参见. 约 1:431:43-46
-- 你难道没有任何“好消息”值得分享吗？
B. 对于有些人而言
对于有些人而言，
，是因为害怕或是气馁
是因为害怕或是气馁
1. 如果是因为“
“害怕”
害怕”使我们默不作声，请记住：
a. 在被扔到火湖的人里，“胆怯的”排在第一位 – 启 21:8
b. 神不希望我们胆怯 – 参见. 提后 1:71:7-8
c. 可以通过祷告变得胆大 – 参见. 徒 4:29,31；弗
4:29,31 弗 6:196:19-20
2. 如果是因为“
“气馁”
气馁”使得我们默不作声，请记住：
a. 撒种与收割的规律 – 参见. 加 6:9
b. 主耶稣作出的榜样 – 参见. 来 12:1-3
-- 害怕和气馁，看起来像是阻碍，但可以凭着信心与坚持来克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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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于很多人而言，
对于很多人而言，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太复杂
1. 似乎要想教一个人，就必须要有——
a. 人际沟通硕士学位
b. 四年圣经本科学历，或者接受过其它一些专门的培训
2. 事实上，我们的任务其实相当简单
a. 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 可 16:15
1)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来陈述 – 参见.林前
林前 15:115:1-4； 2:2
2)注意在《使徒行传》这卷书中，福音通常只用一次课便陈述完了!
b. 对于不信基督的人，我们除了讲“
“首要原则”
首要原则”之外，
之外，没有必要一定还
要将其它的讲全
1) 只有在他们接受了“首要原则”后,他们在会做好准备接受“次要
原则”
2) 例如，如果他们连基督吩咐的最基本的命令，包括信心、悔改、认
罪、受洗都不愿意接受，那么又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他们讲“基督
的教会”（组织结构、事工、敬拜等等）？
3) 像这样一些“次要原则”可以留给“牧师和教师”这些在此方面有
特别天赋的人来讲
- 参见.弗
弗 4:11；罗
4:11 罗 12:7；林前
12:7 林前 12:29；雅
12:29 雅 3:1
3. 分享福音很容易，倘若我们：
a. 按照彼得所说 - 彼前 3:15
1) 将主放在心中一个特别的位置
2) 常做好准备回答告诉他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a) 例如, 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后又复活了 - 林前 15:115:1-4
b) 例如, 你对彼得和众使徒说宣讲的话是如何回应的
– 徒 2:362:36-38
b. 按照彼得所说 – 西 4:2弗 6:194:2-6；弗
6:19-20
1) 为机会祷告 – 参见.林前
林前 3:5
a) 是主在为我们提供机会
b) 他将机会给那些有准备和祷告的人
2) 祈求智慧 – 参见.雅
雅 1:5
a) 最大限度利用机会
b) 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说正确话
3) 祈求胆量
a) 祈求当机会来临时有勇气开口
b) 祈求能说出人们需要听到的话，而不一定非要是他们想听的话
结论
1. 弟兄们，如果我们在“好消息”（福音）的事上默不作声，那么，那四个麻
风病人所说的话将在我们身上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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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不好！
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
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
若等到天亮，罪
必临到我们。
必临到我们。来吧，
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 王下 7:9
7:9
2. 是的, “来吧，
来吧，我们报信去”
我们报信去” ，去告诉一个灵命饥饿的世界——神藉着耶稣基
督赐给了我们丰盛的筵席!
a. 当我们将我们的发现拿去和他们分享吧!
b. 让他们也体验到只有神才能给出的喜乐、平安，以及爱！
3. 的确，“
“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
“救赎的日子”
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日子”，因为今天是“
救赎的日子”， 因为任何人
都不应该徒受神的恩典! - 林后 6:16:1-2
我们这些得着丰盛赐福的人会承担起耶稣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吗？如果我们的激情已
消退，那么我们应该记住耶稣说过的话：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离弃了。所以，
所以，应当回想你
是从哪里坠落的，
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
我就临到你那里，把
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 启 2:42:4-5
你需要悔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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