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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4 
                 By Robert J. Tamasy 
 

你是過客或是大使 

 

很多人喜歡當遊客，去遊覽城市或是其他的國家。我不像其他人一樣那麼愛旅遊，

但是感謝神給我機會到幾十個國家旅遊。旅行讓我們可以親眼見到以前只是耳聞的

國家。 

 

例如，我記得非常清楚，自己去了很多次匈牙利的城市。因為我的祖父母是從匈牙

利移民到美國的，親眼看到和我有血緣關係的國家，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享受到

德國去旅行，包括到我的出生地基森(Giessen 德國黑森林的一個城市)。當然當地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因為我一歲就移民到美國去了。但追朔自己的家族歷史是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當遊客，旅遊的時間很短，對那個地方的認同感也不高。我們到處瀏覽，拍拍照片，

吃吃當地的美食，買買紀念品，然後回到自己溫暖的家。和駐在當地的大使比較，

有些大使可能一輩子都代表自己的國家住在當地，他們身分特殊，肩負著國家賦予

他們的任務。 

 

我提到駐外使節是因為哥林多後書 5 章 20 節提到，跟隨耶穌的人可能會遇到的挑

戰：「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與 神和好。」無論我在職場上、會議室、銷售、寫契約或者旅行時，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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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代表耶穌的大使，要向我們遇到的人傳揚祂的信息。無論我們面對的是主管、

同事、客戶或是供應商，我不僅僅代表我自己的公司，也是代表耶穌，是祂的使者。 

 

成為一個駐外大使責任重大，我們的言談舉止，向其他人呈現一個耶穌基督的跟隨

者應該是甚麼樣子的。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重大責任。如同提摩太後書 4 章 5 節所

說的:「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這是寫給所

有重生的基督徒看的(約翰福音 3 章 3 節) 這樣的教導並不是給只想當遊客的人。 

 

在實行的層面上，何謂耶穌的大使？在哥林多後書 5:20 節我們找到部分的答案。

「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 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 

神和好。」我們是滿意的顧客，我們經歷過神透過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平安、喜樂、

饒恕、恩典、愛和憐憫。因此，我們有那個義務和責任去分享我們所經歷和知道的，

讓別人也能夠和我們有相同的經歷。 

 

在聖經的另外的章節當中，我們知道：「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

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哥林多前書 3 章 9 節) 我們工作謀生，使用我們的

才幹天分和能力，在工作上獲得成就感。但是，我們也被稱作神的同工，被賦予實

現祂在這世上大使命和目標的任務。 

 

當耶穌基督的大使，祂希望我們每一天都能活出他的教導以及聖經的真理，向世人

展現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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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論 

 

一、 你對大使這個名詞有甚麼看法？一個大使和一個遊客在不同之處是什麼？ 

 

二、 當你每天開始工作時，你會把自己當成耶穌基督的大使或者遊客，來過每一

天的生活呢？ 

 

三、 聖經說：我們要成為耶穌基督的大使。對你來說，要如何才能具體地實行？

在執行上，有甚麼挑戰或是困難嗎？我們要如何才能有效的扮演好這個角色

呢？ 

 

四、 你想過自己是神的同工嗎？認同這個身分會讓你每天的生活有甚麼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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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傳道書 12 章 13 節 

12: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 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或譯：這是眾人的本分）。 

 
哥林多前書 15 章 58 節 

15: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

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以弗所書 2 章 10 節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

們行的。 

 
歌羅西書 3 章 23 節 

3:23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提摩太後書 3 章 16-17 節 

3:16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或譯：凡 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3:17 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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