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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課 ND-405《同一心靈，同一腳蹤》上 

于宏潔弟兄 2015 年 9月 20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2 祂愛錫安的門， 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 3 神的城啊， 有榮耀的事乃

指著你說的。」（詩 87:2-3） 

禱告： 

 主耶穌啊，我們何等的感謝祢，我們都在基督的學校裏面做門徒。祢不僅將祢自己的生

命賜給了我們，祢更讓我們有機會在基督的學校以祢作為我們的老師，祢親自來教導我們。主

啊，為了每一堂課，都求祢特別地開啟我們，祝福我們，讓我們不僅能聽得明白，更讓我們能

活在其中，好讓榮耀可以歸給祢。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同一心靈，同一腳蹤》，我把它分成兩次來講，這篇信息是重在講到我們怎麼樣能

夠在 神的面前有相同的「異象」？然後，也因著這個「異象」所產生的共同的「使命感」，

讓我們可以「同一個心靈，同一個腳蹤」。阿摩司書第三章第三節說到：「二人若不同心，

豈能同行呢？」。就像保羅在這裡見證，他跟他的同工是「同一個心靈，同一個腳蹤」。不

是藉著同一個腳蹤，然後同一個心靈，他們實在是同一個心，以至於他們可以走同樣的路，能

夠一起為著同樣的使命來活著。 

我們希望藉著這兩堂回到我們教會很重要的——「我們的異象」跟「我們的使命」到底是

什麼？雖然我們過去陸陸續續都講過這個題目，特別在這個教會一段時間的同工們都知道這個

題目，甚至耳熟能詳了，但是，我需要擺在整個《新人門徒訓練》（ND）的計劃裏。因為將

來整個《新人門徒訓練》會是一套比較整套的課程，希望所有的人能一聽再聽。聽說尼希米，

（我不知道別人《聖經》怎麼讀出來的），他每二十八天就要跟他的同工們重新更新一下他們

的「異象」。我們在主的面前，希望對於「異象」跟「使命」能夠有很清楚地看見。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9-20 
 
 

ND-405                                                                           Page 2 
 
 

 雖然是在講教會生活，講到整個教會，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如果離開教會的話，我們不

可能有健康的屬靈生活，也不可能有一個健康的家庭生活。所以，「教會」是很重要的，因為 

神整個的心意不是只在我們個人身上， 神整個的心意更是在祂永遠的旨意裡，在祂的國度裡

面。你發現從《舊約》到《新約》，歷世歷代的人他們一直有一個「異象」抓住他們，不光是

我們今天需要「異象」， 神也告訴我們：「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 29：18）。不光我

們每一個人需要「異象」，你發現在《舊約》裏，歷世歷代的聖徒們，他們都有一個榮耀的

「異象」。所以，我在這裡開始先跟大家讀兩節聖經，是沒有擺在我們講義上的。 

 一個是《希伯來書》第十一章第十節那裡講到：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們一直都羨

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

11:10）。換句話說，他們被 神召出來，他們有一個應許， 神應許什麼給他呢？有一座榮耀

的城等在那裡，那座城叫作是「有根基的城」（city with foundation），「是 神所經營、所建

造的」。 

 你最近在矽谷（Silicon Valley）開車，你會發現到處都在蓋房子，對不對？有這家工程公

司，那家工程公司，有的工程公司就特別有名，房子特別貴。你就發現，《聖經》上告訴我們

有一座城，一座屬天的城，是 神親自經營、建造的。祂是建築師（architect），祂也是建造者

（the builder），祂是設計者（designer），祂在這裡設計這座城，而且祂親自建造這座城。 

 第十一章到了後面時，祂說：「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來 11：13）。祂說這些人羨慕是什麼呢？「他們卻羡慕一

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 神被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恥，因為祂已經給

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6）—— 一座榮耀的城。 

 《啟示錄》第二十一章，講到 神整個旨意完成時，新天新地要降臨，當新天新地降臨的

時候，第二十一章告訴我們：「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

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啟 21:2）。所以，你要知道 神永遠旨意的完成在於教會的預備

（ready），教會預備好了，整個聖城蓋好了。當新天新地降臨的時候，人會發現：啊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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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榮耀的城從天降臨，它就叫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聖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第

九節，隨著天使對約翰說：「你到這裡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 指給你看」（啟

21:9）。我們知道都是指的「教會」，對不對？「教會」是「羔羊的妻」，是「新婦」，「我

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

示我」（啟 21:10），底下就講到這個城的榮耀。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 神的心中，「羔羊的新婦」、「羔羊的妻」，「聖城耶路撒冷」

都是等號，都是講到「教會」。所以，保羅在《以弗所書》第二章說到：「19 你們不再作外

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裡的人了。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21 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祂

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所居住的所在」。 

今天，教會是一座城，教會是一個器皿，是 神自己要來充滿的，然後祂親自在這裡經

營、建造。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裡知道說 神永遠旨意，整個 神旨意集中在聖城新耶路撒冷的

完成，而這座聖城就是「基督」和「教會」。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們今天這個人要如何能在

我有限的人生中，能夠跟「神永恆的旨意」發生關係，要怎麼樣能夠在平凡的生活中能夠活出

不平凡？你一定要跟「 神的旨意」發生關係，你一定要跟「永恆」發生關係，這就是我們需

要回到《聖經》。 

  今天，基督教太「人本主義」了，這是完全只為了滿足人的需要，我不是說教會不能滿

足人的需要，如果教會都不能滿足你，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滿足你。教會的確提供了喜樂、平

安、祝福、醫治、釋放……各樣的恩典，因為教會是 神的家。但是，教會不是只是為了人

的，教會是為著 神的。因為 神整個的旨意集中在「教會」的身上，在「基督」和「教會」的

身上。 

當「教會」完成的時候，當聖城耶路撒冷蓋好的時候，整個宇宙都結束了，聖城新耶路撒

冷從天而降。所以，我們今天的生活怎麼樣跟這個城能夠有關是很重要的，我們今天背誦的經

文：「2 祂愛錫安的門， 勝於愛雅各一切的住處。 3 神的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指著你說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9-20 
 
 

ND-405                                                                           Page 4 
 
 

的」（詩 87:2-3）。啊呀，弟兄姊妹，你到我家去做客的話，發現我們家進門的地方就掛著這

句話。有一座城， 神心中的城；是 神自己設計（design）的城；是 神自己親自經營、建造的

城；是 神自己要住的城，要充滿的城，而這座城影響到整個萬有，這座城影響到 神旨意的完

成，這座城影響到在座的每一個人。同樣的，反過來說，你我都影響了這座城，因為我們都是

聖城新耶路撒冷裏建殿的材料，我們都跟這個城發生了關係。不管我們今天活得多不像樣，我

們多糟， 神在我們身上早晚要把我們做成這個城的一部分。 

 

一. 甚麼是「異象」？ 

—「異象」就是：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它吸引我們，並且控制我

們一切的生活、言行與事奉。 

       什麼叫做「異象」？《箴言》第二十九章告訴我們：「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

29:18），就是人都是照著自己的意思活。《士師記》結束，結束在「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那是一個混亂的世代，那是一個黑暗的世代。而沒有一個世代

像今天的世代，更是讓人任意而行。我愛什麼就愛什麼；我做什麼就做什麼；我想要幹嘛就幹

嘛，把這樣的態度帶到 神家裏面，我想為 神家做什麼，覺得 神家應該這樣。 

      弟兄姊妹，這個不叫教會。所以，「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 29：18）。我們要認

識「異象」，而在這個「異象」底下產生出「使命感」來。所有真實的「異象」一定帶出不能

妥協的「使命感」，當你真看見的時候，這個「異象」會改變我們。 

      底下我們就來看看到底什麼叫「異象」？特別在現今靈恩派很盛行的時候，到處有人說

看見異象——我看見白頭髮穿白衣的耶穌，我看見十字架，我看見一條大河，我看見火，我看

見什麼……。弟兄姊妹，這些都不是我要說的「異象」。我在這裡所定義的「異象」，其實現

在連不信主的人也用這個字。你看很多的公司說：我們公司的異象是甚麼？對不對？其實他們

把它當作公司的標竿是甚麼？我們公司的理想是甚麼？我們希望達到的境界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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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弟兄姐妹，什麼叫作「異象」？我們一起來讀：「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

們開啟，它吸引我們，並且控制我們一切的生活、言行與事奉」。我們教會有很多老兵在

這裏，有沒有人自願背，甚麼叫異象？「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它吸引我

們，並且控制我們一切的生活、言行與事奉」 

      甚麼叫異象？打一個簡單的比方，你到紐約百老匯（Broadway）去看舞臺劇，從來沒有

進去過，那麼，你進去以後，假設你不知道今天演什麼，你坐在底下，那個幕是蓋著的，等到

時間一到，音樂一響，那個幕開始打開來，你一看：哦，原來今天是在演《白雪公主》，你看

到裏面所有的場景佈置都是為了《白雪公主》；或者你一看發現是《木馬屠城記》；或是《西

遊記》。每一個場景不同的東西都出來了，幕打開來，讓我看見幔內的事，這個叫作「開

啟」。 

       神的旨意呢？，你去讀《以弗所書》第三章：「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

裡的奧秘」（弗 3:9），就是 神心中有一個秘密，歷世歷代以來全部隱藏，沒有讓人知道。

我如果今天告訴你們說：“唉，某某弟兄，我有一個秘密，從我小到現在六十年來，我從來沒

有跟別人講過，想聽的人過來。”大概很多人都想靠近耳朵過來聽，說：“于弟兄，你有甚麼

秘密？六十年來居然沒有人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對不對？。 

      《聖經》告訴我們：創造萬物的這位 神，祂心中有一個秘密，祂從來沒講。你去讀

《舊約》，所有的先知書，他們的預言，不僅講到眼前的世代將要發生什麼事，他們講到被擄

歸回發生什麼事；他們甚至講到彌賽亞第一次降臨要發生什麼事；他們也講到了彌賽亞第二次

降臨，就是我們現在都還沒發生的耶穌再來的事，他也講了；他也講了“千年國度”；他也講

了“新天新地”。但是，中間卻跳過了一段，你去讀所有的先知書，從來沒有一個先知講出

「教會」。所以， 神一直隱藏，一直隱藏，一直隱藏沒有講。 

     我們看一下《以弗所書》第三章第九節，說：「9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

在創造萬物之 神裏的奧秘，是如何按排的，10為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

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11這是照 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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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3:9-11）。你知道這是一件太大的事，萬世以前，在基督裏 神藏了一個秘密，而這個秘

密歷代以來，沒有讓人知道。而今天 ，神藉著教會，要叫天上執政掌權的，包括撒旦，都來

認識什麼叫「教會」？「教會」是 神心中偉大的計畫。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們今天活在一個很神聖的時代， 神整個的旨意託在教會

身上， 神已經在基督裏得到了榮耀了，你去讀《以弗所書》第三章第二十一節：「但願祂在

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祂在基督

裏已經得到榮耀，今天就在等教會成熟。所以，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太神聖的時刻，教會成不成

熟？教會合不合神心意？教會有沒有長成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到底聖城新耶路撒冷是不是完

成了？都影響到整個萬有，整個世界要因爲我們成熟，有一天結束， 神把我們帶到新天新地

裡去。 

       所以，幔子打開來，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啓，當它真開的時候，它吸引我們

而且它控制我們。我非常喜歡「控制」這個字，現代人最不喜歡控制，不管是中國大陸來的、

臺灣來的、香港來的、美國生的、墨西哥生的、非洲生的，沒有一個人喜歡被人控制。但是，

這裡的「控制」是積極的，就是有一個力量它會抓住你，它會影響你，它會不知不覺地在你的

生活、事奉、言行，連最平凡的言行都影響我們，這個叫做「異象」，它吸引我們，而且它控

制我們。 

      我真的求主幫助我們，我雖然講這個東西，但是，我也說過了「異象」是活的，它會

長，越長越成熟，越長越具體，越長它在我們身上的吸引力、控制力越強烈。史百克弟兄

（Austin-Sparks）就用「控制」這個字，他不是講「異象」，他是講別的，講到「控制」，我

覺得我們這個人就好像有個東西抓住我們一樣，我們整個的人生不一樣。 受它的影響，它不

再只是道理上的認同，不再只是道理上的明白，而是我這個人被它吸引，我被它控制。 

      你如果拿一個這麼大塊的磁鐵，然後，你把一個鐵的例如說鍋、盤、蓋子放在那邊，這

個磁鐵在這裏，距離這麼遠，它不會被它吸過來。對不對？當它逐漸朝着這個磁鐵靠近的時

候，越靠近、越靠近、越靠近，其實它已經產生作用了。雖然外面你把它再放一點，它還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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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這個磁鐵在這兒，我的鐵在這兒，我放在這兒，它還是不動；我放在這兒，它還是不動。

但是，其實它裏面已經開始改變了，已經開始受它吸引了。等到你就差那麼一點點，一到位的

時候它整個被吸過來，它的吸引力加速的，然後，它被磁鐵抓住了。從此以後，這個磁鐵不管

拿到哪裏去，那個盤子跟到哪裏去，因為它被它控制住了，它有一個活的力量把它給抓住了。

所以，它不光吸引我們，它會控制我們。 

      弟兄姐妹，我們就希望這個「異象」在我們裏面成長、成長、成長到有一個地步，它真

的是吸引我們。我雖然好像跟主還有一點距離，但是，我就是受祂吸引，我就是更渴慕靠近

祂。而越靠近、越靠近，有一天發現我加速地被祂吸引，然後我整個人被祂控制。這個「異

象」真的來影響我的生活，我的事奉，也影響我的言行。就算保羅在，我順服；保羅不在，我

更順服。這就是我們今天讀的，對不對？因爲有個「異象」抓住我們，有一個活的東西抓住我

們。「異象」是活的，它會長的，「異象」會控制我們，它會影響我們整個生活、事奉和言

行。 

      同樣的，「異象」在我們身上，它是具有最強的粘合力。就是同工跟同工之間，我們怎

麼樣能夠同心，能夠真正在主的面前「同一心靈，同一腳蹤」呢？你會說同樣是山東來的，咱

們都是山東老鄉，所以比別人更親，我跟你說這個沒用。你說我們都是講廣東話的，我們都是

吃燒賣的，不是吃燒餅的。那也許會讓你廣東話大家講在一起嘰裏呱啦的，快樂一下，可是那

些東西都不可靠的。你看到很多人，當然現在已經沒有這種了，我們讀大學的時候，那些女同

學出去逛街，女生跟女生都牽着手的，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那後來反目成仇，原

來越親，後來傷得越重。這是所有人跟人之間的粘合，沒有一個東西大過在生命裏面，在「異

象使命」裡的聯合。生命是我們合一的根基。但是「異象」卻讓我們的合一能夠被強化，因爲

這是一個最強的連結力。同樣的，「異象」一定產生不妥協的使命感。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的「異象」在矽谷（S1ilicon Valley），我們已經從 97、98 年開始

講，我們的異象跟使命，特別講到我們的異象。 

 第一個，異象是活的，是生命，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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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異象會控制我們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事奉。 

 第三個，異象具有最強的粘合力，把我們綁在一起。就是我可以跟你天然個性不一樣，我甚

至不喜歡你，但是我沒有辦法離開你，我沒有辦法不需要你，這個叫做粘合。  

 最後，異象產生不妥協的使命感。 

 

二. 我們的異象：『基督與教會』 

 「基督」是萬有和 神旨意的中心 —『惟有基督，永是基督』 

「我們的異象」到底是什麼？在我們所講的裏面，講到既然是 神永遠的旨意，我們就必

須回到《聖經》裏面，到底《聖經》裏面 神永遠的旨意是甚麼？其實你發現 神所有的旨意都

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在《舊約》，用「祭司的國度」來表達——神要得到一班的人，是被 

神從世界裏面分別出來的， 這一班的人是單單屬 神的人，是被 神分別出來爲着事奉 神的

人。「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這樣說：容我的百姓

去，好侍奉我。’”」（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出 8:1）。 

 神在西乃山跟他們立約的時候，也說：「4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

我的，6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 19:4-6） 

      《舊約》是藉著「祭司的國度」，《新約》是藉著榮耀的「教會」，都是跟「基督」發

生關係。 神整個的旨意就是集中在「基督」和「教會」的身上。所以，我們現在來看，我不

能講的很細，我就講《聖經》上幾個最關鍵的或是我們在教會中曾經講過的，聽過的就當作複

習，沒有聽過的，我希望你能夠盡可能地吸收。不懂的話我們底下還有連續的，未來的一個月

都是集中在這個題目。我這個禮拜講「異象跟使命是什麼」？下個禮拜講「具體實行的路」，

接下來有兩個禮拜的大家分組的討論。所以，我們有一整個月的時間，希望我們溫故知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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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最重要的影響我們生活的，我爲什麼把它放在生活裏面？因為它會控制我們的生活、事

奉和言行的，它太重要了。 

 「教會」 是基督的身體，是充滿基督並彰顯衪豐滿的器皿 

      我們現在講「基督和教會」，第一個，我們講到「基督」，「基督」是整個萬有和 神

旨意的中心。我們先讀《歌羅西書》第一章第十七節至十九節： 

     「17衪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衪而立。 18衪也是教會全體之首。衪是元始，是從

死裏首先復生的，使衪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19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衪裏面居

住…」（西 1:17-19）。在這之前，第十六節講到：「16萬有都是靠祂造的……一概都是藉

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17衪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衪而立。」（西 1:16-17）  

       所以，你看到了沒有，整個宇宙的萬有，統統都是爲着耶穌基督。希望大家不要把它

當作一個神學的道理，一個《聖經》的話來聽。具體一點，今天你我活著到底是為甚麼？我們

爲什麼被 神造？我們爲甚麼今天活？你爲甚麼讀神學院？你爲甚麼要建立家庭？爲甚麼要生

孩子？爲甚麼要來教會？我們所有所做所行，整個的一生「萬有都是靠祂造的……一概都是

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西 1:16）弟兄姐妹，你要曉得，今天任何人只要跟基督脫

離了，跟基督沒有關係，在 神的眼中是白活的， 神根本不要。你再有成就， 神都不在乎。

但是，只要跟基督發生關係就是大事；只要跟基督發生關係，就跟永恆發生關係。 

       所以，爲什麼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我們要活出不平凡，就是你只要跟基督發生關係，那

就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生，在 神的眼中就是不平凡。你在家裏面，孩子又哭又鬧的，要換尿

布，夫妻兩個都累了，到底誰去？你不要以爲這是一件小事情，當我為著愛主，為著基督而做

的時候，所有的事情在 神的眼中都是寶貴的。而藉着做這些事， 神給我們最大的獎賞，就是

讓我們的生命被主改變，跟基督有份。所以，《彼得後書》第一章第四節：「叫我們既脫離

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份」（to be the partakers of His divin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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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神聖的性情發生了關係。當我們在生活的小事上順服基督，跟基督發生關係的時候，我這個

人被改變；我這個人得著基督；我這個人跟 神的性情發生了關係。 

      基督「衪也是教會全體之首。衪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西 1:18），啊

呀，每一句話真的都是「大話」，都是偉大的話。你如果我們真的求聖靈開我們的眼睛好好讀

的話，你會發現我們是什麼人哪？居然跟這樣子的一位宇宙中的中心、萬有的主宰發生這麼親

密（close）的關係，而且是個人的（personal）的關係，而且是永遠的關係。 

      「衪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西 1:18），祂勝過死亡，從來沒有人勝過死

亡，整個宇宙、整個人類所有的力量大不過死亡。但是，祂卻從死裏起來，祂為什麼講說：

「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西 1:18），加了個「首先」呢？因為，祂把復活的生命也給了我

們，我們也要成為耶穌基督復活生命的見證人，我們要跟這個復活能力有份、有關的。 

     你要知道，基督太偉大了。然後祂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我再說，弟兄

姊妹，今天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家庭、我們的職業、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子女、

我們的未來，所有人生的事情我們都在經驗。 神也幫助我們， 神也祝福我們， 神也教導我

們，讓我們能夠在地上過得有意義、有價值。但是，所有的價值都在於你把基督擺在哪裡。 

      所以，我們曾經說過，你把你人生，例如說姑且分成十類好了，我的健康很重要；我的

職業很重要；我的學問很重要；我的妻子很重要；我的孩子很重要；我的財富很重要；我

的……我的快樂很重要。你把這些一個一個都擺在一起，假裝有十個，只有基督是“1”，其

他都是“0”，那你就看你把基督怎麼擺？就說出我們人生的價值有多大，對不對？ 

     “1”如果在最後，這叫做「僅只得救」。你的健康、你的學業、你的孩子、你的……都

放在主之前的話，這一生結束的時候，我們就「僅只得救」。《哥林多前書》第三章「有火發

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林前 3:13）草木禾秸還是金、銀、寶石？到底有沒有

跟基督發生關係？沒有的，全燒光。賺多少錢，拿了多少個諾貝爾，娶了多少個太太，跟你

講，統統沒有價值。全部是“0”，虛空的虛空，「僅只得救」。如果我們把基督擺在我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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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情的前面，你知道你的人生是不得了的事情，十個“0”是多少？是 100 億（ten 

billion），價值豈止 100 億？在 神的眼中，是無價之寶。所以，我們要讓主居首位！ 

      弟兄姊妹，當我們講「基督是一切」（西 3:11 另譯）的時候，然後，又說到：「父喜

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西 1:19）， 神所有的祝福全部在基督裏。所以，《以弗

所書》第一章第三節講到：「父 神，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

1:3）。今天我們如果離開基督，你不可能得到 神的祝福，原諒我說，如果你的禱告、我們的

禱告沒有得答應，如果我們覺得信耶穌不平安、不喜樂，並沒有像所信的一樣，你要先問一件

事情：是 神的應許出問題呢？還是我今天已經離開了基督？ 神所有的祝福是在基督裡給我

們，離開基督就沒有，它是一個範圍，一個境界。今天外面狂風暴雨，颱風來了，打雷、閃

電， 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shelter），你如果不肯待在裏面，你在外面就是被風雨摧

殘。當 神滅命的天使在埃及巡迴全地的時候，你如果不躲在房內，外面用羔羊的血抹着的

話，你如果不留在房內，你就是被擊殺。 

      弟兄姊妹，這就是「救恩」啊！「祂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弗 1:3），而《歌羅西書》第二章第九節跟第十節的前半說到 神本性，就是 神的性情：「9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10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

盛」（西 2:9-10），太寶貝了哦！你要像耶穌嗎？你要跟 神的性情有份嗎？我們要能夠活出

聖潔、尊貴、榮耀、慈愛……各方面，你要能夠活出 神來，你必須在基督裏，因為是在基督

裏把這一切給了我們。 

     當我們講「基督」的時候，我們講「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這就是為什麼這

節《聖經》這麼重要？當我們講到「基督」是我們的異象，我們特別用「基督是一切，又在

一切之內」。所以，當我們講到「基督是一切」（He is all）的時候，我們至少提三件事情，

就是提綱挈領地提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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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情：要讓主居首位   基督必須「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這是《歌羅西書》

上講的。 神的旨意就是要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西 1:18），因為祂配得。「萬有都是

靠祂造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西 1:16-

18）祂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所以，祂必須是我們一切生活、事奉的中心、目的和內容。 

第二件事情：「基督是一切」  祂不光是那位值得我們把祂放在首位的那一位，祂根本就是

我的生命。所以，「基督是一切」（He is all）。你需要喜樂嗎？主不會把喜樂當作一個東西

給你的。很多人睡不著覺，求主把平安給他。很多的時候，我們這個人很敗壞，求主把聖潔給

我們，我們好像把它當作獨立的（individual）東西，一個一個地向主要。其實，我很早以前講

過，年長的弟兄告訴我們：我們的 神不是「零售商」，祂是「批發商」。不是你缺什麼去要

什麼，祂乃是一次、完全而且永遠地，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把所有的都給了我們，我們在

這裡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 2：20）。第二方面是講到，祂是我們的生命，「基督

是一切」。所以，祂是我的喜樂，祂是我的平安，祂是我的聖潔，祂是我的真實，祂是我的勇

敢，祂是我的力量。你需要什麼？祂就是什麼，這個叫做「基督是一切」。基督是我的生

命， 第二件事情，那「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 2：20）。 

第三個，講到這位全有、全足、全豐的基督，講到 神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裏。 

提到這三件事情，我們背背看，好不好？ 講到基督「基督是一切」（Christ is all）。 

第一件事情講到：要讓主居首位。在凡事上，在一切的生活、事奉上，祂是我們的中心、目的

和內容。 

第二件事情講到：「不再是我，乃是主」。我這個人的生命、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抉擇、我

所有的生活、家庭生活、職場生活、教會生活、我的事奉，統統都必須「本於祂、依靠祂、

歸於祂」（羅 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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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過了這麼多的教會，服事了這麼多的地方，很多教會的難處，都出在那些很愛

主、很有心為著主的人，差不多都是教會領袖之間先起衝突，每一個人都覺得我是為著主。所

以，我說光願意為著主（For Him），不夠的，因為每一個都把他自己的那一套帶來，把自己特

別有的恩賜想要在這裡發揮出來。真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 2：20）是說到，先不

要講為著祂（for Him），先要在乎我是靠著什麼而活？我到底是靠著什麼而做？我到底是為什

麼做這個決定？必須是出於祂（Of Him）。我知道 神要的是什麼了，接下來也不是靠著自

己，因為靠著我自己我沒有良善的，離開主，我什麽都不能做，我必須藉著祂，要靠著祂（by 

Him / through Him），而最後所有的東西榮耀歸給祂。順序是這個，我是本於祂（of Him），我

是倚靠（by Him），我才夠把榮耀歸給祂（for Him）。 

第三件事情講到基督是們全有，全足，全豐的基督，你要什麽在基督裡全都有。當我們在這邊

跟 神禱告說：主啊，求你賜我平安。 神說：我早給你了，我早給你了，早在基督裡給你了。

你只要跟基督的關係正常，你回到基督裡你就有平安，一定有平安！只要我們跟基督的關係是

對的，枝子不離開葡萄樹，啥事都是我們的，所有的祝福都是我們的，所有的性情都是我們

的。我們才曉得:「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

出於你。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9 遭逼迫，卻不被丟

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林後 4:7-9）。真的，能夠在各樣的環境裏「身上常帶著耶穌

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林後 4:10），這個叫做「基督」，基督真的是一

切。我希望你們很寶貝這些話，將來我們如果主憐憫我們或者主憐憫我，在我活著的時候，我

們還有千人會堂的話，我還是很想把這些話搬過去，但這個可能就留在這了。趁著還在這裡聚

會，天天用這個話提醒我們，真的是太重要了。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這是我們 2015 年的主題，基督不僅在我們裏面是一

切，基督充滿萬有， 神的旨意是叫基督充滿萬有。你去讀《以弗所書》，它一定告訴你：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

一」（弗 1:10）。 神的旨意在萬有結束的時候，也要在基督裡同歸于一，整個萬有都是，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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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旨意要讓基督充滿萬有。而我們今天在信心的裏，我們從萬有中來經歷基督，換句話說，在

我們每一個的遭遇裏，主都在其中，我怎樣憑著信心，我能夠在這裡看見基督，而得著基督。 

      我們在任何的環境，不管是順境是逆境，是健康是疾病，我昨天剛主持婚禮，是富有、

是貧窮，祂從來不改變，祂都在。在富足中，祂在，你要怎麼處富足。很多人是不能富的，一

富這個人就垮了，這人就被摧毀了， 神不敢把錢給他；有人是不能窮，一窮就完了，天天埋

怨 神，不肯聚會，整個人就垮掉了；有的人是不能生病，一生病就完了；有的人是不喜歡健

康，他喜歡生病讓人家同情他，天天叫我這裡痛那裡痛。 

      所以，不管在哪一件事情，那麼 神的旨意是叫「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

益處」（羅 8:28）。這個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祂要把我們模成祂兒子的形象，叫我

們這些被召來的人被稱為義人，稱為義的人要叫他們得榮耀，就是跟 神的榮耀，跟 神的生命

發生關係，這是叫作益處。 

       所以，在我的環境中，如果只是叫我解決難處，而沒有得到基督的話，弟兄姐妹我們

很可憐，我們浪費了這個遭遇，你一定要有這個不甘心。如果，今天我的難處讓我觸礁，只是

把礁石挪開，我對主的認識沒有改變，我的生命沒有改變，這個環境太可惜了。它不過只是讓

我得一點恩典就是了，它沒有讓我得到恩典的主，它沒有讓我得到基督。所以，挪礁石和水漲

高五尺跟十尺這是完全不同的境界，這是完全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 神是喜歡用提升我們，

讓我們藉著所有的遭遇能夠得到基督，所以保羅說：「13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14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到獎賞」（腓

3:13b-14），就是得基督。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不曉得怎麼說這件事情，在你痛苦的環境裏，我們昨天在跟弟兄會

讀書會的時候也有交通，我們雖然十幾個弟兄，交通的很喜樂，雖然有苦同擔，還沒有到一起

流淚，但是，我們至少交通的都彼此勉勵。我們要想怎麼樣回家預備好了去面對挑戰。你們都

知道是什麽意思了。小難處，小宴席；大難處，大宴席；沒有難處；就沒有宴席（small e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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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feast，big enemy big feast，no enemy no feast）。我不是說太太是我們的敵人，對不對？而

是回到家我們一定有挑戰，孩子啦，家庭啦，工作啦，服事的各種壓力。 

      我們在最攪擾我們，讓我們最不舒服的環境中，我們要跟主說：哈利路亞！我又有食物

可以吃了，我的生命又可以長進了，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塊未得之地。我們只要會被攪擾，就說

到我們還有許多的未得之地。所以，在這些不舒服的人、事、物，在這些不舒服的感覺，不舒

服的環境裏，我們如果真看見基督的話，我們裏面要用一個正面的態度——主，祢讓我得到

祢。 就算你現在病了，發燒了，全身痛，很不舒服你連講話的力量都沒有，你可以在那麼安

靜的裏面，你說：主，祢讓我病中經歷祢，我可以得到主。在被人誤會，傷害痛苦的時候，受

不了的時候，我們常常整個人爆了一樣，但是不管怎麼樣，第一反應一完，讓我們第二個反應

永遠是轉向主，來經歷基督，靠著基督，來得著基督，最後我們活出基督來。我們居然會回去

道歉，這很不一樣。 

     我聽到很多弟兄改變的見證，我們都很感動。所以，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有一個年長

的姐妹，好幾十年前了，幾乎快上百年前了，她有一次從上海坐火車到南京去，她那個時候碰

到很多很多的難處，很多事情讓她很受壓，很苦。她坐在火車上安靜禱告的時候，她說她禱

告，禱告主突然一句話進來了，叫她從萬有中得著基督。這句話一進來的時候，我們的姊妹一

下子被聖靈充滿，流著眼淚感謝 神，所有的疲倦退去了，所有的灰心、受傷、委屈從身上出

去了。原來「基督在一切之內」，祂不光「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我可以藉著萬有，

可以藉著我所有的遭遇，藉著我最痛苦的遭遇，最快樂的遭遇，最喜歡的環境，最不喜歡的環

境，我都可以經歷基督，我都可以得著基督。這一下子開了她整個人不一樣了。真巴不得主開

我們的眼睛，這個叫做「異象」。當我們真看見基督是我們的「異象」的時候，我們的人生一

定不一樣。一個有異象的人，他是很積極的人，他絕對不會被動的，他絕對整個心是向著這個

標竿去的，因為，有個東西抓住他，我得不到基督不甘心，我一定要得到基督。弟兄姐妹，這

個叫作「異象」。 

    第一個講到「基督」，現在我們講到「教會」，這兩個都是太大的題目，要在這麼短的時

間講完實在很難。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9-20 
 
 

ND-405                                                                           Page 16 
 
 

     這兩節的經文《以弗所書》第一章二十二節到二十三節：「22又將萬有服在衪的腳

下，使衪為教會作萬有之首。 23教會是衪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你去

看英文的翻譯都應該可以翻作：「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the fullness），就是完滿

（fullness）、豐滿；就是那位充滿萬有者的豐滿（the fullness of him who fills all in all），那位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的（all in all）的基督（Christ），祂的豐滿（fullness）充滿在教會

中。 

      我們給教會下一個定義的話，「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要充滿基督並且彰顯基督豐滿的

器皿」，她好像一個器皿一樣，她要裝基督。她要彰顯基督。這邊擺了五個透明的瓶子，如果

倒葡萄汁進去，它就是葡萄汁；第二個瓶子倒橙汁，這個瓶子就是橙汁；第三倒醬油，它就是

醬油；第四個倒酒，它就是酒；第五個倒醋，它就是醋，裝的是什麽？它就是什麽。 

       今天，教會只有一個成份，裝「基督」。所以，基督要來充滿他。教會只有一個成份

就是「基督」，就跟夏娃被造的時候是從亞當的肋骨拿出來，她所有的成份就是從亞當出來

的。《聖經》告訴我們亞當預表了「基督」，夏娃預表了「教會」。所以，教會只有一個成份

就是「基督」。 今天在教會裏，凡是不是基督的、不能歸給基督的統統不叫「教會」，這不

是 神要的。只有出於基督的，不光是為著基督，只有出於基督的可以歸給基督。所以，教會

就是基督，教會就是基督所充滿的，是基督的身體，你從來不會把頭跟身體分開來。 

    例如說，我今天晚上請你到我們家來吃飯，你說：于弟兄晚上我的嘴巴一定去，或者我的

手一定到，你不會把身體分開來的，你一定說我會來，我整個人就是一個人。 同樣的，基督

跟身體根本就是一個，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講主日信

息，已近把基督講得那麼榮耀，在天上眾天使敬拜祂，俯伏祂，低頭不敢看祂，而這位主祂居

然是我們的頭，我們是祂的身體。我們是一個（We are one.），我們跟基督是同一個生命，同

一個身體，同一條道路，同一個前途，從來不會只有頭得榮耀，身體是身體，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們的前途太榮耀了，我們現在的身份，價值太榮耀了，因為是跟

基督發生關係，這是「教會」。所以，「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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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自己要來充滿，而且祂要把祂的豐滿彰顯出來。我們在講「教會」的時候，我特別提到

三個字，叫作 F.O.R Christ。我哥哥從東岸來的時候，他一看到我的講義，他說：哇！這個太好

了！我們可不可以借用？這個 F.O.R 三件事情, 他兩個都要跟我們借，一個是 F.O.R Christ；一

個是我們的 C.E.O，他說你們怎麼想得這麼好？我不是在誇我，這是 神給我們教會的。 

      《以弗所書》第一章第二十三節講到：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的豐滿。所

以，我在這裡提了三件事情，我是倒過來講—— 

Richness 講到祂的豐富，太豐富了，豐富得不得了，什麽都有。 

Oneness 講到在基督裡合一的見證， 

Fullness 講到基督豐滿的彰顯。 

這個豐富（Richness）跟豐滿（Fullness）不同。因為，上一次我提了一下，會後有一個在神學

院讀書的弟兄問我，《聖經》是這樣講，並沒有講「豐滿」這個字，我說英文《聖經》這麼

講。我就想讓大家知道豐富跟豐滿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我現在把整個山，一個金礦交給你，那是很豐富的事情，你開都開不完的一個

金山，好不好？我認識的一個弟兄，他們一家有叫金山、金海、金…，真的很羡慕。那真的把

整個金山給你，很豐富。但是豐富跟豐滿不一樣，因為它有參雜，它需要經過火煉，所有的渣

滓出去，而且不止一道火，甚至火要加七倍，把所有最隱藏的渣滓除掉。純金之後，它還要經

過製作，經過捶打變成金燈檯，然後放在聖殿聖所裏面彰顯 神的榮耀，它達到豐滿。 

      所以，豐富跟豐滿是不一樣的，它是需要經過練凈的，經過製作的。同樣，你拿生命來

講的話，一個種子它很豐富，它所有成長的基因、氨基酸，它所需要的養分，它需要的東西都

在這個種子裏。但是，它只是豐富，它不是豐滿。它必須落在地裏死了，它必須長大成熟開花

結果，達到豐滿，豐富跟豐滿不一樣。所以，我們在基督裡得到了生命，豐富的生命在我的裏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9-20 
 
 

ND-405                                                                           Page 18 
 
 

面，但是，我們不見得豐滿。今天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充滿基督，然後要彰顯基督的豐富、彰

顯基督的一、彰顯基督的豐滿。 

      親愛的弟兄姊妹，特別老一點的弟兄姊妹，不要覺得我都懂了，這是教會很大的挑戰。

教會第一件事情，我們在這裡「承受元首所有的豐富」。所以，我說我們每一次聚會的時候，

有點像《羅馬書》第五章所說的：「1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

相和。2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 神的榮

耀」（羅 5:1-2），就好像你被擺在一個地位上準備來承受祝福，你站在這裡承受祝福。《詩

篇》第一百三十三篇說：「1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2這好比那

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神用聖靈膏基督。哎呀，弟

兄姊妹那偉大的聖靈， 神用聖靈聖膏油膏基督，流到亞倫的鬍鬚，流到衣襟，流到全身。所

以，今天，我們的元首已經升上高天，已經得了榮耀。 神把所有的祝福膏在祂的身上，而我

們今天站在一個蒙恩的地位上，承受元首所有的豐富。今天的教會，如果我們真看見什麽叫

「教會」？你要知道每一次我們奉主的名只要來聚會，我們都應該向主有一個大的期望、大的

渴慕，知道今天，天要為我們打開， 神的豐富要藉著基督臨到身體。 

     如果我們蒙恩得的少，是因為我們信心不夠，是因我們向主敞開的不夠，是因為仇敵在

這裡蒙蔽了我們的心。我說就像那個蓮蓬頭一樣，我這輩子只用過那麼一次，有一次在外面度

假的時候。那麼一個大圓盤子，大概幾十個洞，站在底下那個淋浴（shower），幾十個孔下

來，洗澡真舒服啊，那個承受豐富。你說你如果站在這裡一開水，只有一根下來，你會覺得哎

呀好像很不過癮，肥皂洗不乾淨，整個人也不舒服。 

      今天很多教會，恐怕連一個都不下來。如果我們信心夠，每一個人都向主敞開，教會第

一件事情，只要奉主名聚會， 神的豐富嘩的全部傾倒下來了。所以，你要知道，教會應該很

富足的，教會不應該貧窮。我聽到一個年長的弟兄說，今天教會太貧窮了，這是我們的虧欠，

教會應該是最富足的。人需要什麽？來到教會都應該得到的。需要平安，需要喜樂，需要釋

放，需要醫治，需要拯救，需要潔淨，需要悔改，都應該在教會可以得到的。但是，今天教會

太貧窮了。所以，我們不認識今天教會的地位，站在一個蒙恩的地位，承受元首所有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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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ness 基督跟身體是一。不是合一，中文翻的不好，我們不可能合在一起。一個水晶盤碎了

滿地都是，你不可能把它合起來。我們不可能合一的，我們是一（one / oneness）。不是把我們

結合（combine），不是把我們聯合（unite），而是我們就是一（one），本來就是一個。 

      我常常講，同一個（same）跟一個（one）是不一樣的。今天，我在這裡跟弟兄說我們

兩個人每一個人都掏出口袋中的硬幣（coin），我們有各式各樣的硬幣，有一毛的、有五毛

的、有兩毛五的；有 1963 年做的，有 1987 年做的。我們挑來挑去，終於挑到兩個都是 1982 年

的 25 分（cents）。我們終於有同樣的硬幣，但是不是同一個硬幣？對不對，大家懂得我的意

思嗎？ 

     我們跟基督之間，或是跟弟兄之間，我不是跟他一樣，同樣有耶穌基督的生命，我們是

同一個耶穌基督的生命，耶穌的生命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一，必須大到我們跟聖徒可以一，

跟眾教會可以一，除了罪惡，除了得罪 神的事情。但是，我們在基督裏，我們所有的人都應

該在一的裏面來見證基督。在教會裏面分門結黨的事，是最傷基督身體的事。 

第三個 Fullness，是豐滿。它不光豐富，在這裡真是有得勝，有死而復活的，有被 神練凈過，

被 神製作過的。那個東西是豐富的，是一個榮耀的見證。人在這裡不是只是蒙恩、蒙福、享

受得祝福，人在這裡真的是見證，把 神的能力，神的聖潔、榮耀， 神的旨意能夠實現出來。 

      弟兄姊妹，當我們真正講到「基督」和「教會」的時候，這是一個太大的題目。它要影

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所以，我爲什麽把它放在生活中。 

 

三．我們的使命 

      「我們的使命」，我只是提到就好，下次再講。我們的使命，就是「無論個人、家庭、

教會」，我特別加了一句話，因為這是我的盼望，這是我們的盼望，雖然我們還差的很遠，

「盼望都能夠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就是耶穌

可以透過我們可以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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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第三章第十六節說：「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 神

在肉身顯現。」，祂不光在拿撒勒人耶穌的身上顯現出來，這個偉大、屬天、榮美、 神的生

命，在兩千年前有一個人叫作拿撒勒人耶穌，祂跟我們一模一樣，有血有肉，會餓會累，會痛

苦，那個生命擺在祂裏面的時候，祂百分百地（hundred percent）把 神榮耀發表出來，「祂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來 1:3a）,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

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約 1:18）。 

      今天同樣的生命，放在你的裏面，放在我的裏面，放在所有教會的裏面，今天我們的責

任就是要把祂給活出來，這叫「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我說基督徒有很多的身份

——很多的角色，我是蒙恩的罪人、我是蒙愛的兒女、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十架的精兵、我

是忠心的管家，每一個身份都應該讓我們很興奮的。我有段時間連續講了十個題目，那是大概

91 年、還是 92 年講的，各種的身份越講越興奮，可是，弟兄姊妹沒有一個身份，沒有一個角

色比講到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更讓我覺得不配，覺得興奮。因為，這個身份真

的是太榮耀的一個身份，讓我們裏面覺得真的是何等得榮耀，又激動又不配又感動。我居然能

夠裝著耶穌，爲了要活出耶穌，太寶貴了。 

       下個禮拜我會簡單地再提一下「我們的使命」，然後講到它的落實。我知道這個信息

不容易，但是很重要，這是仇敵一直要攔阻，不讓我們聽的信息，因為跟 神永遠的旨意發生

關係，希望大家認真的交通，在小組裏都有回饋。 

 

禱告： 

主耶穌，我們再次感謝祢！每一次講到祢，講到祢偉大的計劃，祢偉大的救恩，我們都要

低頭敬拜祢。我們肉身可以累，但是，祢讓我們靈裡面充滿了榮耀、喜樂，充滿了那個永遠不

肯妥協的使命感。我們願意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無論生、無論死，我們都願

意讓基督在我身上能夠照常顯大。願我個人是這樣，教會是這樣，我們都是承裝基督，要充滿

基督，而且彰顯基督的器皿。主啊，幫助我們，讓這個異象在我們身上是清楚的，將那賜人智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9-20 
 
 

ND-405                                                                           Page 21 
 
 

慧和啟示的靈賜給我們。讓我們真知道祢，而且也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讓我們知道祢的恩召

有何等的指望，祢在聖徒中所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且祢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

力也是何等的浩大。因為祢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謝謝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