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4-07 

ND-101 Page 1 
 

第 1 課 人受造的目的與價值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4 月 7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新造的人 —《新人門徒訓練》 

我們感謝 神給我們這樣的機會，開始 《新人門徒訓練》。特別叫作《新人門徒訓

練》（Newman Discipleship），因為我們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裏成為新的。現在雖然很

多的地方開始實行門徒訓練，但是正如我上一次曾經引用的美國歐格理博士（Dr. Ogden）

講過的一句話，（他在門徒訓練這一方面已經做了二十多年），他覺得目前教會裏面做門

徒訓練，他只能夠很遺憾地用一個字來形容，就是“膚淺”（英文是一個字 shallow，中

文是兩個）。他說很多教會都在做，但是你從弟兄姊妹生命被改變的情形來看，就知道

做的是非常的表面。 

所以，當我們要開始這個計劃的時候，其實我們在主的面前，是又很興奮，又很惶

恐。興奮呢，是因為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是太重要的事情。《聖經》記載主耶穌呼召門徒；

在大使命裏主耶穌叫我們要去使萬民做主的門徒。所以，這是一件又重要，又有價值的

屬靈投資。我們要花兩年的時間做一期的門徒訓練：三十六堂信息，配上三十六堂實行

的課。所以，我們非常希望能夠做得好，能夠達到它該有的結果。所以，興奮是因為知

道這件事情太重要了，太有價值了。我們的惶恐就是怕我們的能力不足，經驗不夠，怕

我們各方面有限，以致我們不能夠達到所預期的效果。 

門徒訓練的目的 

那麼，到底什麼是我們是所預期的效果？既然成為門徒，再用我們中間經典的話：

要來就來真的。我們希望真正被製作成耶穌基督的門徒。門徒的精意、門徒訓練最高

的目的、終極的目的是要叫我們 — 像耶穌(Just like Jesus)。這是整個門訓最重要的目

的。門訓不是只給我們一些真理的裝備，一些事奉的訓練，或是只給我們一些服事的技

巧：教你怎麼傳福音、教你怎麼樣去宣教工場。弟兄姊妹，整個門徒訓練最重要的一

件事，就是成為耶穌基督的學生，成為祂的跟隨者（follower），而到最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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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像耶穌。所以，希望能夠達到我們目前預期的目的。 

在未來兩年裏，我們所有的門訓信息可以分成四大塊。除了第一塊是談到“成為門

徒”之外，另外還有很重要的三塊。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的生命真正需

要被主改變（transform）。能夠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純淨，然後越來越像耶穌自己，

能夠與祂的性情、跟祂的生命真實地有份。 

第二件事情，我們希望得到的就是被改變的關係。我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不再

是二手的，不再是風聞有 神，乃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你都能夠跟 神之間有一個直

接的、第一手的、親密的、活潑的、持續的關係，這是我們很大的盼望。而當這兩個都

得著的時候，你就發現我們整個的人生會被改變的，我們今生的生活品質，還有我們活

著的價值都會被大大的提升。這是第三件事情，我們會講到改變的生活，讓我們的

生活、事奉能夠越來越照著 神的心意，然後越來越像耶穌自己。 

門徒訓練的實行 

所以，我們是為著這樣的目的，開始了這兩年的門徒訓練。我們把成人主日學基本

上都停下來，專心做門徒訓練。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請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沒有報名的話，

我們就希望你不要參加。因為這一系列的課程都不再是讓大家聽更多的道，因為我們聽

道真的是聽太多了。這個世代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我們懂得的、我們聽到的遠遠遠

遠超過我們活出來的，超過了我們屬靈的實際。所以，我們這一個門徒訓練的要求就是

大家腳踏實地，非常注重在實行上。 

所以，講完一次信息，然後就是大家整個禮拜開始去操練、去實行。然後，下個主

日，各個小組能夠在主的面前交換心得，交換我們學習的結果。所以，請大家做筆記，

下次上課的時候，一定要彼此交換筆記。記筆記不是要你只是把今天拿到的綱要的空白

填進去而已，那個不叫筆記，那個只是把答案寫上去。筆記是把你聽到的屬靈的心得，

在旁邊把它寫下來。本來我們的同工建議我完全不要發講義，免得你們自己不做筆記。

我後來決定用留空格的方式來寫講義，（當然不是每一次都有講義），這樣可以節省你們

寫的時間，免得你們拼命寫而沒有專心聽。我寧可你們專心聽，並寫下你的屬靈上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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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spiritual insights），就是你在信息裏面聽到最觸動你的，用簡單的幾個關鍵字把它

寫在旁邊，回家以後再把它整理完全。所以下個禮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們要彼此交

換筆記，看看對方到底得到什麼，看看對方有什麼心得是我忽略的，我能夠趕快把它補

充起來。讓我們一起為著這個聚會，先有一個禱告： 

主耶穌，我們的心何等地感謝祢！祢不僅在兩千年前，呼召門徒們起來跟隨祢，主

啊，今天跨越了兩千年，在教會的歷史上祢一直呼召人起來跟隨祢。主，我們何等地謝

謝祢。我們今天不是在這裏跟隨一個宗教，不是跟隨一些做人的道理，也不是跟隨一些

做法而已。我們乃是跟隨祢這位生命的主、萬有的主、又真又活的主。因此為著這兩年，

我們特別交在祢的手中。主啊，讓我們在祢的面前有一個真實的突破，讓我們不僅僅聽

道，更讓我們能夠真正地行道，讓耶穌基督那道成肉身的見證在我們中間是真實的，到

處都有人在這裏在被祢改變，讓我們能夠活出耶穌來。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希望在

座的每一位都被祢保守，直到我們兩年學完了，而且我們真的學得好。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人受造的目的和價值 — 最重要的事 

今天第一堂課講《人受造的目的和價值》。因為這個實在是一個正觀念（mindset），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我講其他題目以前，我覺得需要再講這個題目。雖然這個題

目我十幾年前就已經講過了，但是我仍然覺得這是任何一個基督徒需要常常被提醒的

事。就好像現在有導航器(GPS)，當然很多導航器不準確，我們假設有一個百分之百準

確的，那麼不管你去哪裡，它都帶領你。你把目標設定好以後，你走偏了，它會告訴你

怎樣回到正路，幫助你怎樣能夠真正地達到目的。你也許中間停下來出去加油，你完全

換個方向，可是當你再上車的時候，它會告訴你說需要回到正路（Make a u - turn），需

要怎樣回到正路上。它永遠幫助你，要把你帶到目的地去。今天如果我們真知道我為

什麼受造，我被 神創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而我這整個人生最高的價值到底是

什麼，我們的人生就不一樣了。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不知道這個的話，我們就是盲

盲目目、渾渾噩噩地過一生。所以，“忙”跟“盲”這兩個字發音一樣是很有意思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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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忙碌到一個地步，他就是盲目。忙得不得了，你真的把他擋下來，停下來，問他：“你

到底忙什麼，你值不值得這麼忙？”很多人答不出來。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一定要在

主的面前求 神幫助我們，讓我們曉得我為什麼受造， 神造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任何一個東西的出現，造它的人一定帶著目的來造它的。你當然可以違背（violate）

它受造的目的、受造的功用。就像你花了十萬美金買一輛高級跑車（Porsche），但是你

回到家，停到門口當作你的儲存間（storage）來儲存東西，你說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是後現代文化的人，對不對？我想幹嘛就幹嘛，我只要活得快樂，只要我認為對，我

就可以做。你當然可以把一個十萬美金的車子當作儲存間，你可以把一個紅木、檀香木，

那麼漂亮的傢俱、幾千塊的傢俱拿回家當柴燒壁爐（fireplace），你當然可以。但是，你

完全違背了造它的目的，跟它真正的功用，跟它該有的價值差之千里。 

今天我們很多人被世界的王迷惑了，我們花很多的時間追求主以外的，追求人受造

目的以外的目的，以致於我們這個人裏面不會有真正的平安，不會有真正的喜樂。所以，

我們現在很簡單地回來，我們先要從三個點來看。 

萬㈲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 

第一件事情，我們要知道整個萬有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這就是我剛才

說的，如果我們裏面沒有那麼清楚的正觀念（mindset）或是認識（understanding） — 我

這個人是被 神造的，而且是為著祂而造的，那我們這個人就會活在自己的目的和自己

人生的規劃裏面。你會有你的人生規劃（plan），他有他的，我有我的，其實這就是今

天這個世代的寫照，每一個人都在追求自己認為美好的。可是我們需要回到《聖經》上

來，知道萬有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所以，我在這裏列了兩節經文。 

啟示錄四章十一節，他說「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

的。」請問萬物包不包括我們？包括，萬物就包括了我們。所以在這裏講到是 神造萬

物，而萬物被造是有目的（purpose），有神聖的目的（divine purpose），是為著 神的旨

意被創造的。接下來，歌羅西書一章十六節到十七節，我都只能挑《聖經》很經典的一

些經文，沒有辦法全部列出來，因為這堂課重在實行，不重在神學。所以我挑的都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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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很關鍵的，大家要熟讀。歌羅西書一章十六節說「因為萬有都是靠造的，無論

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

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請大家把那幾個“靠他”、“藉他”、“為他”、“靠他”圈起來。你就發現我們是靠著祂造

的，我們是藉著祂造的，我們是為著祂造的，而且不僅僅這樣，我們之所以存在是從祂

而來，是帶著目的，他甚至最後也說「萬有也靠他而立」。我們能夠持續、能夠存在、

能夠繼續被托住，也全部都是靠祂。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 — 神造你、 神造我都帶著一個神聖的目的，是為著祂自

己，是為著祂的旨意。所以在這裏講到“為祂造的” ，是為著祂的旨意。 

你的人生的標竿是什麼？ 

讓我暫停半分鐘。你真的是這樣子覺得嗎？我們真的知道我是被主造的，然後我在

地上是為著祂的旨意而存留，我是為祂的旨意而在地上經過？無論發生任何事情， 神

都像 GPS 一樣，要把我們帶回、帶回、帶回到這個路上。那麼，到底我們今天是不是

在這個路上？到底我們有沒有一個目標是我可以用一兩句話、兩三句話很清楚地講出

來，這是我人生的標竿、這是我人生的方向？我們能說得出來嗎？我們的人生宣言（life 

statement）、我們的目标宣言（mission statement）寫得出來嗎？如果有的話，別人一問

你，你應該馬上就可以講出來。但是第二個要問的，就是我們的人生宣言（life 

statement）、我們的目标宣言（mission statement），就是我們人生的標竿到底有沒有永存

的價值？或許我用另外一句話說，到底它合不合乎 神的旨意？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約翰一

書 2：17）所以我想問大家，第一：你到底有沒有人生的標竿、人生的目的。第

二：到底這個標竿、目的有沒有永存的價值，合不合乎 神永遠的旨意？沒有的

話，弟兄姊妹，我們真的要很沉重地而且很嚴肅地說我們是在浪費人生。不管別人給你

多少掌聲，不管你自己覺得你活得多有意義、你賺了多少錢，在 神的眼中都是白活。 

第三個問題我要問的，我們是不是為著這個人生的標竿、人生的目標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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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剛才陳明弟兄報告的是我三十年前一直講的信息，其實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

情：總要趁著還有今天，要竭力得著 神的上好，然後要活出我們的最好來。我們的上

好就是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我們能夠活出來的最好就是像耶穌、是耶穌，對不對？弟

兄姊妹，你要用自己的話去描述你人生的標竿，而這個標竿是放諸四海皆準。我今天在

公司也好，我今天在教會也好，我今天在洗衣服也好，我今天在我很低落的時候也好，

在我很興奮的時候也好，我只要想到這句話，它就把我帶回來。這個叫作人生的標竿。

你要知道到底為什麼被造，到底我人生的目的和價值是什麼？ 

人㈵殊的受造 

第二，當人被造的時候，他是一個特殊的受造，非常特殊。我在這裏列了兩節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 

經文：創 1：26—28 

「26  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

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28  神就

賜福給他們，……」 

經文：創 2：7—9，15 

「7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 

8   耶和華 神在東方的伊甸園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 

9   …… 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

物。」 

「15  …… 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只㈲人被 神吹氣在其上 

在我們所讀的這些經文裏面，我們回到最起初人被造的時候的記載。我們在這裏簡

單地提幾個點，就是人被造跟所有其他的東西受造很不一樣。其他的東西， 神說有就

出來了，但是獨獨在造人的時候，有一些特別的地方。第一件事情，只有人被 神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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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在其上。你發現 神沒有對天、對山、對海、對動物、對猴子吹口氣， 神獨獨對所

造的人吹了一口氣，然後《聖經》說，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或是有靈的活魂。我們都知

道動物也有情感的，動物也有思想的，但是動物沒有靈，靈是 神獨獨給人的，靈是人

可以用來認識 神，跟 神相交、跟 神交通的。所以，你發現很多的動物，你很少看見

貓有一天跑到教會裏面來，它想要禱告。你不會看到一群狗在一起就開始唱詩、讚美 神

或是舉起手來。它們有它們的情緒，它們有它們的思想，但是它們卻不會有一個靈要來

敬拜 神。但是，你卻發現人需要 神，人想要敬拜 神、認識 神，人想要跟 神有相交，

這是幾乎在很多人的心裏面的一個本能，只是這個靈被破壞得一塌糊塗，被罪惡把它給

蒙鈍了，讓我們不能夠感受到，不能夠經歷到。所以人重生得救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的

靈活過來。 

獨有人是 神吹氣在其上，這是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因為這樣，所以你就發

現任何一個人，當他跟 神的關係不正常的時候，他不可能快樂的，所有的快樂都是短

暫的，他所有的追求不能夠真正滿足他。當 神造人把靈吹在人的裏面，這個東西如果

沒有恢復，我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如果不是在一個正常的關係，你就發現這個人人生不

可能快樂的，真的。像所羅門離開 神，去追求那些外面的東西，到最後他說：日光之

下，一切所有的東西是虛空的虛空。你可以認識 神，當你偏離的時候，你就活在虛空

裏面，直到我們再回來，我們在靈裏面跟 神之間是對的關係。所以為什麼主耶穌講說

父所要的敬拜是什麼？用心靈和誠實，要從裏面出來的。 

獨㈲人得以成為 神的兒女 

第二個人獨特的受造是獨有人得以成為 神的兒女。約翰一書三章一節，老約

翰說「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

的兒女。」所以，你就發現人受造最大的一個特別的點，跟別的受造之物不一樣的，

就是 神稱我們為祂的兒女，而且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不光地位上得到了， 神讓我們

在經歷上、讓我們在蒙福的事實上，讓我們真是像兒女一樣來享受祂一切的豐富。《聖

經》上有太多的地方講到我們是 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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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馬路上看到一個很窮的一個小孩或是乞丐，你把口袋的錢都給他，你有恩於

他，你把恩典給他，這已經算很好了，對不對？但是跟你把他接回家，把這樣一個孤兒，

沒有人管的、漂流在街上的一個窮小孩，接回家，把他當兒子一樣地來愛他、來照顧他、

來教育他、來培養他，那是一個更大的不同。 

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成為蒙恩的兒女、蒙愛的兒女，我們蒙受主的恩典，這都非常

寶貴。但是 神卻生我們、稱我們為祂的兒女。所以，老約翰在這裏，他就沒有辦法約

束他心中的感動，他說：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讓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

而且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這是第二件事情。  

獨㈲人是按照祂的形像和樣式被造的 

第三件事情：獨有人是按照祂的形像和樣式被造的。沒有一個受造的物， 神

是說是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照我們的樣式。換句話說，獨獨只有人可以像祂。只有我

們人可以像祂。這是一個何等大的恩典。 

我剛剛講的那個窮小孩的故事，就是有一個小女孩，也是一個乞丐的女孩，非常地

貧窮，在寒冷的冬天，穿得也很單薄。然後她經過一個糕餅店，站在外面看到裏面熱噴

噴出來的麵包跟蛋糕，她很餓，她非常羡慕……，但她都不能吃。結果有一個美國的婦

人（Lady）走過來，看到小女孩，她就回來，說：“你想吃嗎？”那個小女孩的羡慕都表

達在她的眼睛裏面。這個白人的婦人就帶她進去，“你愛吃什麼？”就叫她挑，而且叫她

多買了一些帶回家。然後出來的時候，看她這麼單薄，就在旁邊的衣服店裏面，又幫她

買了衣服，幫她保暖，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後送這個小女孩回去。這個小女孩，光這個

恩典就已經讓她驚訝得不得了。她就牽著這個婦人的手，她眼睛看著她，滿臉眼淚，她

就問了一個問題：“你是 神的太太嗎（Are you God’s wife）? ” 

沒有聽過福音，什麼都不懂，一直需要愛，卻沒有愛，活在世界這麼辛苦的小女孩，

得到了一點的恩典，她就覺得這一定是 神的太太，怎麼會這麼好！平常別人都瞧不起

她、趕她、罵她、羞辱她，但是這個人完全不一樣。所以，只有人可以像 神。因為祂

要把祂的生命賜給我們，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讓我們能夠在基督裏誇勝，能夠在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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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讓我們能夠說活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這是人獨特的受造。 

弟兄姊妹啊，這是大恩典！今天很多的宗教都說，你要達到這個境界，要努力、努

力，要克制你的七情六慾，要到山裏面去打坐，……。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整個基督徒

最蒙恩的事情，不是先講達到，是先得到。你得到了耶穌基督的生命，你得到了 神的

愛，你得到了偉大的救恩、全備的救恩，你才可能達到那些境界。我們先成為 神的兒

女，我們才可能有行為。所以要先得到，才能達到；要先成為，才有行為。那這是

我們基督徒蒙恩的地方。所以 神造我們，不是只是把要求放在我們的身上，祂乃是把

祂的生命給我們。讓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讓我們擁有祂的生命，讓我們能夠自

然地活出來。能夠照著祂的形像，按著祂的樣式，被造的人能夠至終活得像耶穌。 

這就是路卡杜（Max Lucado）寫得那本書《就像耶穌》（“Just like Jesus”）， 神

就是在我們身上要一直這樣工作。他說： 神可以照著我們的本相接納我們、祂照著我

們的本相愛我們。但是也就是因為愛我們，祂不能夠任憑我們，祂不能夠讓我們依然故

我，祂要來改變我們，叫我們可以像耶穌。這就是 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和計畫。 

獨㈲人被 神賦與㈵殊的託付 

第四個：獨有人被 神賦與特殊的託付。 神把特殊的託付和責任交給了人，剛

才我們讀了創世紀第一章二十六、二十八節，神派他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

上的牲畜、還有全地。神把管理的責任交給我們，換句話說， 神叫我們替祂在這個

地上來執掌祂的權柄、來替祂管理這個地。 

你看看我們今天人類把這個地管理成什麼樣子？什麼問題都出來。嚴重到讓人居住

都不能安息；喝水也害怕；去哪裡都不敢亂去；吃東西都要先核實是哪裡做的；大自然

被破壞，各方面的墮落。今天人、墮落的人類真的是虧欠 神。 神把整個地交給人，宋

尚節博士說人類是陸、海、空，三軍元帥，對不對？空中的飛鳥、地上的走獸、海裏的

魚，全部交給我們，結果我們在地上把它搞得一塌糊塗。但是 神是把管理的責任交給

我們，要替主執掌權柄。今天世界不行了，教會要繼續起來，能夠為 神執掌權柄。藉

http://www.google.co.jp/search?hl=zh-CN&tbo=p&tbm=bks&q=inauthor:%22Max+Lucad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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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禱告、藉著我們的信心、藉著我們的見證，我們要在這裏讓 神的權柄照樣通行。 

第二個，在剛才我們讀的第二章，他在這裏說到兩次，他提到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

個院子裏面。第一次講到安置在那個院子裏面的時候，接下來就講到 神就使地裏面各

樣的樹長出來，悅人的眼目，果子好作食物。這是講到 神造人的第一個目的。等一下

我們會講的，就是成為祂愛的對象，把祂所有的恩典都預備好了。各式各樣的果子都長

出來，不僅悅人眼目，好作食物， 神就是要施恩的意念。你看， 神沒有在第一天造人，

人雖然最重要，但是 神卻不是第一天造。如果第一天就造人，那我們都嚇死了。因為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人被造出來幹什麼？ 神是把萬有都造好了，不僅造好了，

而且還造了一個伊甸園，伊甸園就是快樂的園子，才把人創造出來。 神的意念就是叫

人成為祂愛的對象，享受祂的愛、享受祂的智慧、享受祂大能的創造和預備。這是第一

次講到 神把那個人安置在所造的園子，就是要叫他去享受 神的恩典。 

而第二次講到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個園子，是要叫他修理、看守。 神把責

任託付給他。一方面享受 神的恩典，一方面你要修理、看守。你也許會問，怎麼才一

開始就要修了呢？其實這個修理，在英文的裏面是講說“做工（Work） ”，人要在裏面

做工（work）來經營它，或是耕作（cultivate）在裏面耕耘它，來經營 神所給我們的恩

典。看守，保持（keep）它，或是維護（maintain）它，或是看守它（guard it），因為會

有仇敵的破壞。為什麼要看守？因為仇敵會破壞、因為仇敵存在。 

弟兄姊妹，今天 神給我們很多的恩典。我們的生命，我們有沒有去看守它？我們

的思想，有沒有去看守它？我們人際關係，有沒有去看守它？我們跟 神的關係、我們

在 神的旨意中的價值和目的，我們有沒有去看守它？ 神給我們的家庭，有沒有去看守

它？ 神給我們所有的應許，我們有沒有去看守它？我們屬靈的得著、產業，有沒有去

看守它？所以， 神一面告訴亞當、夏娃，把你放在這裏叫你來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 

神要叫他們修理、看守，你要在這裏經營，你要在這裏耕耘，你要在這裏去保護它、要

去看守它，這是講到託付。 

所以，今天你看整個世界，因為城牆被毀，沒有保障、沒有保護，仇敵可以自由進

出。破壞家庭、破壞人的健康、破壞人，你看我們早上講的，仇敵可以藉著一個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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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stration）、一個壓抑（depression）那麼強的來傷害我們。有一個男孩晚上還和父母

親有一段很好的時間、很快樂的時間。但是，突然他一個憂傷的消沉（depression）抓

住他，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間裏面自殺了。所以我們要看守的，我們需要保護的。教會也

是這樣，家庭也是這樣。千萬不要把任何的蒙恩、蒙福， 神給我們的恩典當作理所當

然。一面我們在這裏享受它，我們在這裏經營它，讓它越來越豐富、讓它越來越多。但

是，另外一方面，我們需要儆醒，我們需要維護（maintain）它，我們需要來看守它（guard 

it）。這是 神給人的託付。所以，獨有人有特別的託付。 

人受造的偉大價值 

成為 神愛的對象 

那麼我們現在就是回到我剛才所說的。兩次講到這個園子，然後把所造的人放進

去。所以，我們從這樣子的記載裏面，我們明白 神為什麼造我們。第一個，祂造我們

就是叫我們成為祂愛的對象。你再有成就，你再有智慧，你再有情感，豐富的愛，你沒

有一個對象的話，總是一個遺憾。對不對？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想要生孩子，對

不對？或是為什麼我們要找伴侶。能夠把我的愛情、能夠把我的智慧、把我這個人的各

方面的豐富能够向他傾倒，有個對象。所以，愛跟被愛都是很有福的人。 神整個萬有

都是祂的，祂這麼豐富、這麼智慧，又是一個滿了愛的 神。其實，我已經講錯了，祂

不是滿了愛的 神，祂就是愛，祂是愛的本質。 神是愛（God is Love）。所以，祂創造

人。叫人來體會，叫人來享受，叫人在這裏與祂一同活在愛中。所以祂把萬有都創造好

了，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然後，創造了一個伊甸園，叫做快樂的園子，然後把所造的

人安置在那裏。園中各樣的果樹長起來，悅人眼目，可作食物。所以，弟兄姊妹，這是

第一件事情。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 

「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

賜給我們嗎？」 

換句話說， 神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們了。而今天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是根

據我們的需要來跟 神要，對不對？哎呀，我最近缺少平安，“主啊，祢把平安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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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缺少喜樂，“主啊，祢能不能讓我喜樂，不要這麼憂愁。” 我裏面有很多的害怕、

很多的未知、很多的惶恐，你說：“主啊，祢把我的懼怕除去。” 我們都是一點、一點、

一點地來要。但是，《聖經》上卻告訴我們， 神已經把萬物連祂的兒子完全給了我們。

所以，我們的年長弟兄告訴我們： 神是一次成就全部（once for all），一次、永遠地把

所有的都給了我們。當我們再去跟 神要的時候，神說我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給你了，我

給窮了，給光了。你還來跟我要幹嘛？都在你的裏面。所以，我們的 神是批發商，不

是零售商。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在主的面前是最富足的。 

以弗所書第一章第三節， 「神曾經在基督耶穌裏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賜給

我們。」請你們注意到，這是完成式：已經給了。 神曾經，不是 神願意、神將要，

而是 神曾經在基督耶穌裏把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都已經賜給我們。所以，沒有一樣好

處不留給我們，祂沒有留下一樣好處不給我。這是屬靈的祝福。 

歌羅西書第二章第九節，「 神本性一切的豐富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而

我們在祂裏面得到了。」神本性一切的豐富，換句話說，這個 神榮美的性情、祂的

個性，不管是聖潔、公義、良善、榮耀、權柄、得勝、能力，所有所有 神的美德加在

一起， 神本性一切的豐富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而我們在祂裏面得到了。所以，

你說，還有什麼東西不給我們？再加上，祂又把祂的生命給我們、祂應許我們永遠跟我

們同在，祂應許我們祂要用祂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來牧養我們的一生。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 神居然造我是讓我成為祂愛的對象，所以，我很喜

歡楊駿弟兄出的這個題目。這些東西好像是道理。你要去把他跟你的生活連起來。在你

未來的這個禮拜的生活，你能不能一直讓這個思想在你的裏面：我是為了被神愛而創造

的。那我怎樣把這個思想、把這樣的認識、把《聖經》的真理能夠跟我的生活連在一起。

為什麼今天孩子不聽話，這件事情能夠跟 神愛我發生關係？為什麼今天這個禱告得到

了答應，跟 神的愛發生關係？每一件事情、每一個遭遇、每一個時刻，都跟 神造

我們的目的發生關係。要叫我們成為祂愛的對象，要叫我們在祂的愛裏面來承受祂豐

盛的預備、來享受祂給我們豐富的救恩，成為神愛的對象。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第九節： 

「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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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的。」 

然後，哥林多前書三章二十一節：「萬有全是你們的。」 

我不曉得弟兄姊妹，我們在這些經文面前，我們的感受是什麼。很多的時候，當你

真正鑽進去，真正進到這些話裏面去的時候，你會覺得我們這個人都想跳起來。我怎麼

可能有這麼豐富的救恩、我的體會實在是不夠，我們的經驗真的是覺得不夠；萬有都是

我們的、萬物都是我們的、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都是我們的， 神本性一切的豐富、性

情都是我們的。那為什麼我們活得那麼可憐？為什麼我們常常活得很軟弱？為什麼我們

常常活得覺得什麼都沒有，跟人家一比，我們心裏很不舒服。人比人氣死人。為什麼？

其實是仇敵的蒙蔽。這也是我們在主以外去追求的時候，以別的代替主，我們的愁苦一

定加增。仇敵欺騙我們。讓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最蒙恩的、最豐富的、

最富有的。 

我以前講過一個例子。有一個考古學家到一個地方去度假的時候，他經過一個小

村，看到一個乞丐在那邊端著一個碗跟所有的路人要錢。所以，他就下去丟了一點錢，

然後就走了。走了幾步，他突然覺得不對，他想剛才看到那個碗雖然上面很髒、灰塵蒙

著，可是那個碗很特別。所以，他就回來，他說：“你可不可以讓我看一看你的碗？”

那個人說：“當然可以，我用了二十多年了。” 他就把那些灰撥開來，把底下這樣一看。

哎呀，不得了，這個碗是一個上千年的無價之寶。珍貴得不得了，可以說是價值連城的。

可是，你看這個乞丐，二十多年，他一生拿著最有價值的一個寶物在當乞丐，過最貧窮

的生活。明明是手中握著是最有價值的、最富有的、可以讓他一輩子享用不完、怎麼享

用都享用不完的豐富，但是，他卻一輩子在這裏過最貧窮的生活。 

弟兄姊妹，我們裏面一定要有這種不甘心。這是《聖經》的話，不是我于某人的話。 

神把這麼多給我們，為什麼我還不快樂？為什麼我在我的家庭生活裏面有這麼多的問

題？為什麼我在屬靈上有這麼多的乾渴得不到滿足？為什麼我上班上到現在，我已經一

點都不想去上班？好累！為什麼我覺得人生沒有盼望？弟兄姊妹，這都是仇敵在我們身

上的工作。讓人過得很辛苦，勞苦愁煩。因為我們已經忘記了我們為什麼被造，我們已

經偏離了活在被造該有的光景和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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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 神的榮耀 

第二個，講到彰顯 神的榮耀，這是更不得了的事情。我記得我二十年前，我們教

會，你們看我們這個錄影（video）的時候，知道早期的福音組是我自己帶的。我那時

帶這個福音班的時候，我講到人受造的目的。我說這是哲學上、哲學家都很喜歡講的題

目。然後，他們講的都是大家聽不懂。因為哲學家之所以有名就是你越能講聽不懂的話，

你越有名。那我說我今天就是告訴你很容易懂的。第一個：成為 神愛的對象。他們聽

得都覺得還不錯，這個 神不錯。我說，第二個：為著 神的榮耀。中間有一個人很直，

他說：“你看吧，我就知道， 神造我們就是要利用我們。果然吧。” 我說你是外行人說

外行話。我說成為 神愛的對象，的確是很有福，很蒙愛。為著 神的榮耀被創造，那是 

神更大的愛，那是 神高抬我們。讓我們不僅僅成為祂的祝福，享受祂的恩典，享受祂

的施予。神今天居然要藉著我這樣子的人，渺小到連海邊的細沙都比不上的，成千上億

的螞蟻中的一隻都不如的人， 神居然要在我的身上，彰顯祂的榮耀。 神造我們，是為

了祂的榮耀。 

所以以賽亞書四十三章第七節，祂說：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所創造的，是我所造作、所作

成的。」 

創造（create），說到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 神的榮耀。所作成，所造作的，形成

（form）跟製造（made）是說 神做工在我們身上。不光創造是為了祂，祂所有做工在

我們身上的目的，叫我們跟祂的榮耀有份。祂肯花功夫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說創世記第一章，彰顯 神創造的大能，祂是全能 神，祂說有就有，祂是創

造者（creator），要什麼有什麼，話出來東西就出來了。但是，創世記五十章那一口棺

材裏面躺著的約瑟，這是 神改變的大能，居然把受造的人改變成為像耶穌。這是 神改

變的大能， 神在我們身上改變我們。 

所以不光我存在的目的是為著 神的榮耀，我一生所有的遭遇的解釋

（explanation），也在於是為著 神的榮耀。因為祂叫我們為著這一切的遭遇，能夠跟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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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的性情有份。祂「叫我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份。」

（彼得後書 1：4） 

所以，弟兄姊妹，這是我們講到 神在我們身上的偉大的工作，而哥林多前書第六

章十九節到二十節，他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要在你們的身子

上榮耀 神」。 

祂根本是把祂自己放在我們的裏面，要透過我們來彰顯祂的榮耀。弟兄姊妹，這是

太偉大的事情。所以保羅把這麼高的異象、這麼高的道理、這麼偉大的救恩，用到非常

實際的（practical）事情上，用到我們生活上最小的事情。今天你去問神學家怎樣榮耀 

神，他可能講很多的道理，但是保羅卻把它拉到生活最平凡的事情。 

在這裏說什麼？你們或吃或喝，這是再平凡不過的事情。無論做什麼，都要為著榮

耀 神而行。弟兄姊妹啊，這是偉大的託付，這是偉大的恩典， 神要在我們的身上顯出

祂偉大的生命。所以保羅寫到提摩太前書三章十六節的時候，有人說那是一首靈歌，他

被聖靈充滿，他被聖靈感動到他寫到教會的時候，他心裏面真的是被榮耀充滿，他说：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不光在耶穌基

督的肉身上顯現，也在祂教會裏面，因為教會是祂的身體。祂要在我們身上顯現出來。 

弟兄姊妹，這是神給我們偉大的託付，所以我們應該彼此勉勵：求求你讓我看見你

身上的耶穌。我們也應該自己督促自己，讓別人從我身上，能夠看見王的榮美。我今天

用主的愛真誠來愛你，因為我見到你裏面有王的榮美。所以我上個禮拜跟弟兄姊妹勸

勉：希望在這個教會裏面每一個人定了心志：全心地愛耶穌，然後我們來活出耶穌；我

們用耶穌的愛來相愛，我們用耶穌的生命彼此來服事。這是榮耀 神，彰顯 神的榮耀。

所以在這裏講到榮耀 神，彰顯 神榮耀生命的性情，活出 神榮耀的旨意來，帶下 神榮

耀的同在和祝福，讓 神大能的作為在這裏不受攔阻的彰顯，這都是講到榮耀 神的途

徑。關鍵就是在於 神可以透過我們被人看見、被人經歷、被人來享受。 

所以耶穌基督的救法，不是只是像舊約告訴我們：你們要聖潔，因為 神是聖潔的，

而是祂把聖潔的生命賜給我們。所以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三十節告訴我們 「神又使祂（基

督）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這是客觀的，這是救恩完成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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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稱我們是聖潔，不是因為我的行為聖潔，而是 神透過耶穌基督的聖潔和寶血來看

我們，所以我們個個都是聖潔，這是我們的地位。但是在我們的經歷，在我們的見證上，

不再是我，是主。祂要透過我們，活出祂榮美的生命。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這一篇的信息，我想你們陸陸續續在很多的信息裏面， 大

概也都聽過，但是這篇的信息是非常關鍵的一篇信息。我希望我們能夠聽了又聽。你要

知道你我都是特殊的受造，是帶著榮耀的目的被造的。所以你們回家看這些預備好的題

目，我們也為著同工們感謝 神。我們有好幾位同工，兩個兩個人一組，他們都會聽信

息，會預備題目，然後發給大家。請大家一定要照著去行。我很謝謝同工們出的題目，

就是你怎樣能夠把這兩個這麼大的事情：成為 神愛的對象，為著榮耀 神，能夠真正地

帶進到我們的生活。就像保羅一樣，他能夠說無論或吃或喝，無論做什麼，都要跟 神

的榮耀發生關係。這是挑戰，我們大家一起來學。 

禱告： 

主啊，我們何等地謝謝祢。祢把我們帶回到最起初祢造我們的時候，祢是帶著何等

榮耀的目的，祢帶著何等的愛。主啊，讓我們都回到起初，回到《聖經》裏面。不讓我

們被今天這個敗壞墮落的世界，把我們弄得灰心喪志，或是我們被它玷污，被它捆綁。

主啊，祢把我們帶回到榮耀的目的裏。在這裏有更多尊貴的王子，在這裏活出王的榮美。

在這裏有更多神家大能的勇士，能夠把眾人，把這個世代的人，都帶回到 神的旨意中。

主，我們謝謝祢！ 

祢幫助我們這兩年的門徒培訓，讓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我們不是聽聽說說，主，

讓這些信息真來改變我們的生命，改變我們和祢的關係，也來改變我們的生活和事奉。

謝謝主，求祢祝福每一個小組，當我們在分享、討論的時候，祢讓我們可以突破所有的

難處，我們真實地相愛，同心地一同來長進。禱告、感謝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