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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課 ND-405:《同一心靈，同一腳蹤》（下） 

于宏潔弟兄 2015年 9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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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謝謝祢！真的，每一次坐在祢的腳前，我們的心都何等得喜樂！主啊，祢救

我們脫離在外面對祢的認識和追求，把我們帶到深處去。對於祢那永遠的旨意，我們更是需要

聖靈來開啟我們，讓我們真看見祢的旨意是什麼，好讓我們這一生活得有價值，活得討祢喜

悅，讓我們這一生沒有任何的遺憾。祝福我們底下這一點的時間，為著我們自己的教會，也為

著各地的教會都向祢禱告。既然是祢永遠的旨意，我們就何等地希望各地的教會都能夠在祢的

面前剛強，我們一起在這個世代中為祢站住，成為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將基督的

榮耀能夠彰顯出來。謝謝主，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說過這一堂課其實是一系列的課程，所以我們把它濃縮成為兩堂講。有很多的東西沒有

空講，但是這個信息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會覺得：跟我有什麼關係？我現在正在找工作，正在

生病，或是孩子真是我天天頭痛的事情，我去講什麼「異象」呢？我還是要再跟弟兄姊妹說： 

神救我們， 愛我們，很多都是我們個人的經歷，是不錯。但是， 神整個的旨意、 神最在乎

的， 是要得到一個團體。 

在《舊約》用「國度」來表達，在《新約》用「教會」來表達。所以，整個《舊約》

的中心思想集中在「祭司的國度」，  神興起各樣的器皿，然後藉著先知、君王和祭司把整個國

度建立起來，是一個屬 神的國。那他們是被分別出來作祭司事奉 神，叫作「祭司的國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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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到了新約就用另外一個團體的觀念叫作「榮耀的教會」，所以， 神在教會裡面還是有使徒，

有先知，有牧師，有教師，有傳福音的，為了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弗 4:12a），然後把

整個基督的身體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讀到《以弗所書》第二章時，也曾經引用：「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

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裏的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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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19-22）所以，你就發現在舊約裡面， 神把山

上的樣式頒布出來。在《出埃及記》第二十五章特別說：要為我造會幕，第二十五章第八節：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所以，當會幕造好的時候，《出埃及記》第

四十章，會幕照著山上的樣式，一造好的時候，他說：「34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35

摩西不能進會幕」（出 40:34-35）到了所羅門時代蓋聖殿，當聖殿一蓋好的時候，他們獻殿，

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整個聖殿，他說：祭司都沒有辦法站著來盡職。 

我不曉得那是一個怎麼樣的景況，你能夠想像嗎？就是如果今天在我們的聚會中， 神的榮

耀充滿到一個地步，人沒辦法站著，並不是因為上面有石頭壓著你，而是有一個榮耀讓你不能

不俯伏敬拜， 神真在這裡！所以，這是一個合神心意的居所，當它出現的時候， 神的榮耀這

麼強烈。那麼當然我們今天在新約的教會裡面，我們很少感受到這麼強烈的同在。但是，一個

合神心意的教會應該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 神的同在常常在這裡。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講說，我並不那麼在乎別人誇獎我們人數增加，或是羨慕我們有

這麼好的場地，或是誇獎我們有很好的主日學，很好的講道，很好的治理，這些都的確是恩

典。但是如果有人說你們教會 神的同在很真實，或是在這邊很容易遇見 神的同在。啊呀，我

覺得這是我們一個服事主的人，或是教會裡面最大的光榮（honor）—— 就是 神真在我

們中間。 

所以，我就很盼望弟兄姊妹要「同一個心靈，同一個腳蹤，」我們在這裡藉著一個同樣的

「異象」，身上有同樣的「使命」，能夠讓這個教會真的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一個 神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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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充滿， 神的同在這麼明顯的一個教會。當 神同在的時候，其實所有其他的要什麼都有了。

今天早上傅牧師講的這些我們禱告啊，工作啊，家庭啊，價值觀啊，這些很多、很多、很多煩

惱我們的事情，其實都在 神的同在中，我們這個人得到力量，得到把握，在主的面前甚至得

到了解決。 

所以，我們今天很簡短地複習一下上次講的內容：我們定義「異象」是什麼？我就相信

（trust）你們背的都對，「異象」就是「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它會有兩件很特別

的事情：一個是「吸引我們，」另外一個是「控制我們」。 

「吸引我們」上次特別引用《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神，他們都

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來 11:10）然後這些人「13 又

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

的機會。」（來 11:13-15）但是《聖經》上說：「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

的。……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來 11:16）而我們在《啟示錄》第二十一章

也講到：「城中有 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啟

21:11），每一個寶石都是基督，黃金街、碧玉城、珍珠門、其實每一個寶石全都是基督的生命

和性情，全都是基督自己。 

所以，這座城是一個歷世歷代以來吸引眾人的一座城，那這個城當它降臨的時候，就說到 

神永遠旨意就完成。而今天我們在地上，我們的生活如果跟這個城沒有發生關係的話，我們將

來在 神的面前就不知道要怎麼交賬，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份（part of new 

Jerusalem）。真的，我們每一個重生得救的都是整個新耶路撒冷的一部份。所以，在你的裡

面，在我的裡面，在這個教會，在那個教會，大家都一起來經營基督，一起來得著基督，那麼

我們得著的度量是多少？我們得著的品質是多少？我們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弟兄姊妹，這是我

們每一個人要去向 神交賬的！ 

所以，為甚麼《哥林多前書》弟十五章講到復活的時候，他說：「41 日有日的榮光，月

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42 死人復活也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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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5:41）我們將來都要復活，但是每一個人的榮耀不一樣，而榮耀就是根據我們今天在

地上到底我們經歷了多少，我們長成了多少「基督的身量」。所以，Austin Sparks 講的一句話

很好：將來去見主的時候，所有人都被「基督」來衡量，就是用「基督」來衡量

（Measure by Christ）。  神不是根據我們有幾個人得救， 神不是根據你《聖經》讀過幾遍，

雖然這些事情都很重要； 神也不是根據我們這個人到底做了多少好事， 神只根據一件事情，

就是藉著「基督」來衡量我們這一生。 

所以《使徒行傳》第十七章那裡特別也說到：神已經設立了一個人，「要藉著祂所設立

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使 17:31）所以， 神將來審判不是道德標準，不是律法的標準，不是

甚麼標準，而是用一个人來衡量（measure by one person），這個人就是「基督耶穌」。所以，我

就希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你我今天所有的生活，你不要以為是小事情，不要以為是平凡的事

情，到底有沒有跟「基督」發生關係？「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

各人的工程怎樣。」（林前 3:13）如果不是出於主的，一燒全部沒有。草木、禾稭，不管你

蓋得多大！你看美國的房子都是木頭蓋的，一燒全光的。金銀寶石，你火可以燒，但是金銀寶

石耐燒，所以你燒完的話，你的戒指還是可以找得到的。可是你寫的情書，你的畢業證書，你

吃的東西，你玩的東西差不多燒光了。弟兄姊妹，我們這一生裡面實在很重要。 

所以 ，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它吸引我們。它已經吸引了歷世歷代的眾聖

徒，它今天也吸引了多少人，願意放下自己，為了要得到基督。因為基督就是我們的「異

象」，基督真是我們的「異象」。 

當 神呼召我的時候，我說那句話「惟有耶穌，永是耶穌」（Jesus only，Jesus ever），這句

話實在是太寶貴了。它不僅僅是我的最深的滿足，它是我該有的獨一的標竿，它也是我被管

教，被 神衡量的標準。甚麼時候我不是「惟有耶穌，永是耶穌」（Jesus only，Jesus ever）的

時候，我自己就知道，我這個人出問題了，我這個人需要管教。做任何事情的動機、內涵、目

的、結果都應該跟基督發生關係，都應該是基督。這是 神的心意。 

所以，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它吸引我們 ，然後，它控制我們的生活、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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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言行」。我們的生活受它管理，我們的事奉受它管理，連我們最平凡的一言一行，甚至我一

個人在房間裡面做什麼，想什麼，統統都影響到 神的榮耀，統統都跟 神的旨意發生關係。所

以，《詩篇》弟八十七篇講到：「2 祂愛錫安的門，勝于愛雅各一切的住處。3 神的城啊，

有榮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說的。」（詩 87：2-3）不僅僅它是 神的心愛；不僅僅這座城關乎了 

神永遠的旨意什麼時候完成；不僅僅這座城是將來在新天新地裡面，整個萬有中全部的中心都

在這座城。這就是：基督和祂的百姓，基督和教會。同樣的這座城今天也一樣的在這裡影響我

們，控制（dominate）了，吸引了多少的人，願意把自己一切所有的放下來。 

我們常常講：保羅整個一生那麼光明榮耀的前途，整個就斷送在耶穌基督的顯現上。耶穌

一顯現，看見了耶穌，別的東西他都不要，我就是要耶穌。今天就算不是這麼大的，是不是全

時間事奉 神，是不是一個全時間的工人，那個還不是我現在要說的。今天在我們每一個的遭遇、

每一個的抉擇、甚至每一天的生活裡，我們是不是願意為了得著基督，而放下來。這個叫做：

「吸引」並且「控制」，看見「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上一次我們講到基督的時候，特別說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那麼「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我們講了三件事，還有沒有人可以記得？ 

一、「讓主居首位」 

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三、「祂是全有、全足、全豐的基督」 

弟兄姊妹，你想說：誰可以用幾句話講基督？沒有人可以講。所以，我不是自不量力。但

是，我只是從《新約聖經》裡很關鍵的幾個最重要的點開始，如果這幾個點掌握住了的話，我

們比較能夠知道甚麼叫作「基督是一切」。 

「基督是一切」講到祂必須是居首位的，祂必須在我們所有的生活、事奉、整個生命

（whole life）裡，祂必須是中心。如果弟兄姊妹，基督必須是我們生命的中心（Christ mu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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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r of our life），如果我們不把主擺在首位，不把主擺在我們生活的中心位置的話，如果

不是的話，我們這個人一定失迷的；如果不是的話，我們這個人一定勞苦愁煩加增的。就像

《詩篇》第十六篇第四節講：「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只要我們把基

督擺對了位置，「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 16:9）就算我

們碰到苦難，都沒有關係， 神能夠叫「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詩

84:6）就算我們碰到人生最可怕的經歷，「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

我同在」（詩 23:4）我們把祂擺對了位置。 

所以「基督是一切」，第一件事情講到祂必須居首位的。在我們所有的職業上、健康上、

家庭上、孩子上、我們的財富上、我們的未來的計劃上，我上次說過這麼多個“0”，只有基

督是“1”。沒有基督，這些東西統統都是無有（nothing）。有了基督以後，所有的事情就都重

要了，連我們最平凡的事都重要了。因為只要把“1”擺到它的前面，它就有價值。對不對？

只要把基督擺在這件事情前面，我們的生活統統有價值。 

所以，千萬不要被一些教導搞模糊了（confuse）了。一方面，我們不要把我們的人生看

得這麼大。我們生活的事情、我們孩子的事情、我們平凡的瑣事，這些事情都不重要。因為沒

有基督，真的就不重要。但是，我們需要平衡的就是：當我們把基督擺對位置的時候，所有這

些事情統統重要，每一件事情都重要。所以《撒迦利亞書》第四章也說到：「誰藐視這日的事

為小呢？」（亞 4:10）誰能夠把這些事情看為小的事情？在 神的眼中都是大事。只要跟基督發

生關係，就是大事！我再說：只要跟基督發生關係，就是大事！ 

只要不跟基督發生關係，就甚麼都不是（nothing）。英文有一句話講到：所有美善的事情

沒有基督，就甚麼都不是（GOOD without GOD is nothing），Good 拿掉 God 剩下甚麼？剩下

一個“0”，就是甚麼也沒有（nothing）。你所有美善的事情沒有基督，就甚麼都不是。弟兄姊

妹，真的就是這樣。在我們人生裡，所有的事情裡，你必須要讓主居首位。當主擺對了位置，

像Little Teresa說的：你就算為了愛耶穌的緣故，從地上撿起一根線來，都比許多人做了好像很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9-27 

 

ND-405                                                                                                                                                                           Page 7 
 
 

多偉大的事工，在 神的眼中更寶貴。她講過，Brother Lawrence 也講過。 

我們如果把基督擺對了位置，全家人都不想洗碗，我們安安靜靜不埋怨，為著基督、為著

愛，把碗洗了，在 神的眼中，大事，你知道嗎？回家要洗碗哦。不然的話，我們心裡面就天天

跟人計較、爭：為甚麼上次我洗，這次還要我洗？為甚麼我跟你講了說，你喝完杯子，喝完甚

麼，泡一點水，比較軟，我洗的時候容易一點，你就是不泡，天天乾乾的，讓我那麼難洗？我

們就是發牢騷，跟人計較。可是弟兄姊妹，當我們把基督擺對位置的時候，我跟你講，所有的

事情都是美事；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事；所有的事情都跟永恆發生關係。所以我說，「異象」控

制我們整個人生。 

我上次講到「異象」有四個特點。還記不記得？ 

第一個：「異象」是活的，它會長。它會越來越真實，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成熟。 

第二個：「異象」它會控制我們整個的生活、事奉和言行。 

第三個：「異象」具有最強的粘合力。它把我們真正地擺在一起。 

這個東西不僅僅可以勝過我們生長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興趣不同。以前在

Cincinnati 那裡，我聽說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叫作喝咖啡的弟兄跟喝茶的弟兄，兩個不相往來。

所以，有一次有位講員去的時候，他們就問他說：你要喝咖啡還是要喝茶？他說：你們給我一

杯牛奶好了。這是一個真的故事，我真的聽說。那都是一點點小事情就可以把人分開。 

那「異象」可以讓我們跨過所有天然的不同，甚至「異象」可以跨過我們彼此對彼此的不

喜歡。原諒我說，真正的「異象」就把我們擺在一起。你想想看，如果你現在被陷入敵營，大

軍來了，你們只剩下五、六個人。你管他愛吃甚麼，你管他是北方人、南方人、山東人、山西

人，我們那時候都不管這些了，我們就是同仇敵愾了，我們一起保護，彼此扶持，怎麼樣來求

生存（survive）。因為有一個挑戰，有一個「異象」在我們身上。然後，「異象」就一定產生不

妥協的「使命感」，這是真的「異象」。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異象」會讓我們整個的生活被吸

引，整個的生活受影響。 

那我們講到基督， 「基督是一切」剛才說到「讓主居首位」，你真有「異象」的話，我們

就會開始在生活中，把一項一項的事情交出來，「讓主居首位」。你不會再馬上自己做決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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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東就去東，要去西就去西，我們會安靜下來說：主，祢的意思是甚麼？你就算不明白 神的旨

意是甚麼，我們到了 12 月底，我會講《如何明白 神主的旨意》，這是大家常有的問題。但是，

至少有一個態度是我們可以有的，就是「讓主居首位」；至少有一個禱告是我們可以做的，叫

作：願祢的旨意成就（Thy will be done），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願祢的旨意成就

在我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 

「基督是一切」的第二件事情講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加 2：20）。這是現代的基

督徒太少講的真理，而這個東西也是幾乎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爲甚麽會軟弱，

爲甚麽會失敗，爲甚麽會起起伏伏的，波浪式的基督徒生活。因爲我們太多的努力，我們太少

的信靠；我們太多自己的掙扎，我們太少去經歷基督的替代。「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約 15：5）（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主耶穌早就講得清清楚楚，「離了我，你們就

不能作甚麼」（約 15：5）並不是離了我，你們不可能把事情做好，是「離了我，你們就不

能作甚麼」。 

弟兄姊妹，我們在主的面前也要求主幫助我們。所以我們在這裡的挑戰，說到我們的生活、

事奉、各樣的聚會，都應該是本於祂、依靠祂、並且是爲著祂。不光只是願意為主活，而是需

要那個源頭就是祂，能夠靠著祂。不是光只是憑著自己心意好，我用心良好就好，那不夠的。 

所以你看那些小孩子，一個牧師，有一次做見證。學校開家長會（PTA）爲了要叫這些小朋友

表達孝順爸爸媽媽，所以他們準備了一些餅乾（cookie）、一些水果、一些飲料放在桌子上，然

後讓這些小孩子去拿來服務（serve）他爸爸媽媽，爸爸媽媽坐了比較遠，孩子們到前面去拿。

哎呀，一些媽媽就在那邊跟孩子講說：我要水果，我要水果，但是孩子們都幫媽媽拿餅乾啊，

拿糖啊，都是他們愛吃的，不是爸爸媽媽愛吃的。這個就不叫「本於他」，對不對？甚麼東西

都是照著我的好心。 

有一次我也講過，我們去 Mountain View 吃飯，那次我們都感冒了，喉嚨也痛。點菜的時

候，它上面有一個辣的菜（spicy food）, 在一家中國餐館。我們特別跟他講說不要辣，他說沒

問題，可以不要辣，但是他說辣比較好吃。我說我們今天不能吃辣，喉嚨痛甚麼，不能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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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好好好。然後，等到菜來的時候，都是辣椒。我們就把他叫來說，不是跟你講，不要辣

嗎？他說不辣不好吃。我說我們已經跟你講過，最近咳嗽，喉嚨痛不能吃。他說師傅也說，不

辣不好吃。那到底是你要吃，還是我要吃？ 

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事奉 神，常常都是照自己的意思，對不對？想做就做，比誰都熱心，

不想做的時候，我們比誰都賴皮。弟兄姊妹，這是講到我們很多的東西不是「本於祂」。 「本

於祂」也不見得做得到，需要「依靠祂」，才能夠「把榮耀歸給祂」。 

那麽在我們個人的生活，也是這個樣子。你要勝過網絡的色情，你要勝過這些謊言，勝過

罪惡的事，勝過脾氣，勝過自己的那種狹窄的心，就是不舒服、不肯原諒人，弟兄姊妹，你用

掙扎努力都沒有用的。轉向基督，知道基督内住，你說：主，我不行。我甚至不知道甚麼叫基

督内住，我甚至不知道甚麼叫基督的替代，但是主，我知道我是基督徒，《聖經》這麽講，傳

道人在教會也這麽教。主啊，我求祢真的讓我經歷到甚麼叫基督的替代。真經歷到基督的替代，

你發現不一樣。 

第三件事情講到：「祂是全有，全足，全豐的基督」。我們所有的需要都在祂裡面，不光天

上各樣的屬靈的福氣在祂裡面，連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在祂裡面，我們都可以得到。 

然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說到我們能夠從萬有中來經歷基督，來得着基督。

在所有的環境裡面都有基督。「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所以，千

萬不要爲著自己的處境，當然我這麽講，我自己也會犯。千萬不要為自己的處境在那裡埋怨，

或在那裡懷疑，這是仇敵一直叫我們做的。你要相信是 神量了又量， 神特別配合容許這個環

境發生，為的是要在這裡來煉浄我們的生命，爲了強化我們跟 神的關係。把我們的生命變得更

純凈（purify our life），除主以外沒有別的，有主夠了。同樣的，祂也是在這裡強化（strengthen）

我們跟祂的關係（relationship），讓我們跟 神的關係是真實的，是第一手的，不是二手貨，也

不是老舊的，永遠都是新鮮的、活潑的、真實的、而且持續的，然後呢，越來越深入的。這是

主在我們身上做的。 

我們講到「教會」，教會非常重要，整個教會存在的目的，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跟基督

是同一個，同一個生命。同命、同心、同前途。同樣的，教會是「基督的新婦」，是祂最愛的，

為教會捨命。同樣的，教會是「祂的居所」，是祂自己的榮耀要來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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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講到教會的時候，講到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充滿基督並彰顯祂豐滿的器

皿」。杯子裡面放橘子汁就是橘子汁，放胡蘿蔔汁就是胡蘿蔔汁，放醬油就變成醬油瓶，放香

油就變成香油瓶，看你裝的是甚麼，你就是甚麼。而今天我這個人是甚麼，就看我裝的是甚麼。

今天這個教會是一個甚麼樣的教會，是以人為中心的呢？是以活動為中心的呢？是以律法為中

心的呢？還是以人的意思為中心的呢？還是真的是以基督為中心的？就看我們裡面裝的到底是

甚麼。 

F.O.R Christ 三件事情：教會是基督的豐滿（the Fullness of Christ），也是基督身體合一的見證

（the Oneness of Christ），同樣的也是元首一切的豐富（the Richness of Christ）。 

我上禮拜講到了，教會正常的話，每一個人來都應該帶著活潑的盼望在這裡遇見 神。我

們來到主的面前，來到淋浴噴頭（shower head）底下，貴重的膏油從元首的頭上流到鬍鬚流到

衣襟。 

我們的「使命」就是說，無論個人、家庭、教會都希望，或者我們盼望能夠成爲耶穌基督道成

肉身的見證人，就是能夠把基督彰顯出來。 

 

四. 具體的落實 

這是我們簡單的很快的復習，底下我們講到落實。那麽具體實行的路呢，這邊我們

提到三點。 

1.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一個講到：「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弗 4：15b）。特別講到我們生命上要

長進，對主的認識上、《聖經》的真理上、各方面我們要「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

督」。 所以 神召我們的目的「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爲義的人又叫他們

得榮耀。」（羅 8：30）這是 神的旨意。 

那麽， 神怎麽樣做到這件事呢？《羅馬書》第八章第二十八節：「萬事都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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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 神就是為我們調度萬事，要來改變我們，要來塑造我們。「28 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9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

子的模樣」（羅 8：28-29）換句話說，有一個模型在這裡，那麽 神就照著祂的兒子製

作我們。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就必須在主的面前要凡事長進，你能夠想到我每一件

事情如果能夠長進，然後長進基督裏，他說「連於元首基督」，英文是說要長到基督

裏（grow into）。 

我就是回頭看我這麼幾十年的基督徒生活，你說我有沒有長進？你不准說不長

進哦。我很認真地想追求長進，可是問題是：到底有多少長到基督裏（grow into 

Christ），被 神算數的、是真正地轉變（transformation）發生在我身上？不是只是外面

的一些暫時的改變，表面上的一些的改變，而是真正生命的改變。你說一只毛毛蟲變

變變，變成一只蛹，有一天要變成蝴蝶，它會不會變成蛹的時候，過兩天又突然跑回

來當毛毛蟲？如果真的是長長長長，長到那個地步了，祂不應該退回去的

（backward），不應該隨時又再去犯從前常犯的錯，祂應該是一直在長、一直在長，

所以人會墮落，人會軟弱，人會失敗都說明我們還有很多的地方沒被主改。 

你會說：哎呀，那個是剛信耶穌的人才會犯的罪，撒謊或是最基本的罪，我怎

麼會犯呢？弟兄姊妹就表示我們沒有被改變（transform），真被改變（transform）有

一些基本的東西我們應該不會再去犯它了。所以當同樣的罪，最基本的罪我們還常犯

的話，都說明我們的變化（transformation）發生的太少了。我們可能自己認為已經被

改變（transform）百分之六十了，已近被改了六十了，八十了，可是實際上可能只有

十五，二十。別人可能把你誇成百分之八十，但是實際上我們可能只有百分之十五，

太多地方還沒改變。 

第一件事情，長進。所以弟兄姊妹保羅勸我們要凡事長進，你可以想像嗎？

「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grow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弗 4:15b）。我覺得這

句話，光這句話就太寶貴了，我一直很喜歡這句話，常常用這句話勸勉我自己。 

連我們謝飯禱告都可以進步，連我們怎麼唱詩都可以進步，連我們怎麼跟人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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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都可以進步，對不對？連我們怎麼樣去接受一些我不喜歡的安排，這小組長叫我做

這件事情或是我的部門負責人（department leader）安排我做這個服事，我心裡不喜

歡，那我怎麼反應？今天便當剩下的一個是我不愛吃的，怎麼辦？你要怎麼反應？或

者你到餐廳飯又沒了，你怎麼反應？上個禮拜是氣得要死，這個禮拜是找國豪抱怨

（complain），下禮拜你會怎麼反應呢？有沒有「凡事長進」？弟兄姊妹，真的就是

這樣。 

保羅等於告訴我們基督對我們的期望或是一個基督徒該有的情形是：我們應該

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長進，而且是要長到基督裡。所以一個人如果不長到基督裡，就表

示他的生命不夠純淨、不夠成熟、不夠老練、不夠像主，而這樣的人進到事奉裡面常

常就是出問題。所以，是 神的恩典，也是弟兄姊妹的包容，讓我們帶著滿身天然人

的脾氣啊、個性啊，在教會裡面事奉，碰的大家遍體鱗傷的，但是大家還包容我們。 

我以前講《創世記》的時候，講到人的生命是荊棘的生命，對不對？遠距離都

沒事，一近距離彼此扎的都是頭破血流的，而且我們被扎的時候只看自己傷，不能夠

體會我們給別人扎的多深。這就是天然人、屬肉體的人在一起。 

弟兄姊妹，我們被 神擺在一起，要能夠建成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要能夠成為一

個健健康康成長，充滿 神同在，充滿 神祝福，充滿 神榮耀的教會，我們的生命一定

要長，每一個人都要長。怎麼樣處理自己的脾氣，怎麼樣處理自己的講話，怎麼樣去

處理自己的失敗，怎麼樣去處理在 神面前我們該有的態度，該有的事奉，怎麼唱詩，

怎麼禱告。 

我都跟你講過，連謝飯禱告 神也管過我。碰到一大堆不認識的人，就隨便這樣

摸摸衣服，你們都是擦眼鏡，我那時候沒有眼鏡可以擦。大學的時候，剛剛是新生，

進到學校一桌人吃飯，菜沒來，我就先偷偷地摸摸衣服，我就這樣禱告了。 神說你

在幹嘛？叫我再禱告一次，可是我那時候抬起頭來已經很多人在看我了：你為什要閉

眼睛？我也不好意思講。 神說再禱告一次。那我這次順服了，安安靜靜了，跟主交

通，一下子因為順服，那個心中的喜樂，真的是滿臉充滿了喜樂。在張開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這樣看著我，我不在乎（I don’t  care.），這叫作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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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很多事情都可以進步。唱詩也是一樣，很多時候你唱完一

首詩歌，關掉問你說：剛才唱了甚麽？可能一句話都講不出來。那你背不了歌詞沒關

係，剛才哪一個感覺最觸摸你，到底剛剛我們唱的那首詩歌甚麽東西觸摸了（touch）

你的心弦？講不出來。今天講道哪一句話最摸著你，現在可以想起來嗎？剛剛傅牧师

那一堂信息裡面哪一句話最摸著你，才聚完會飛鳥立刻來把所有聽見的道都吃盡了。

《馬可福音》講的：立刻來而且吃盡了，一點都不留。要長進，弟兄姊妹，凡事長進。 

 

2. 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第二件事情，「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弗 4:12a） ，就是要在主的愛中我們

彼此成全，能夠「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 4:16）。 

這兩件事情「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然後我們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所以，教會需要領袖的培訓爲什麽這麼重要，因為培養出領袖（leader）來，領袖（leader）

可以再去培養教會的弟兄姊妹， 神家需要有人被成全。 

去年我們講《成全聖徒，各盡其職』，成全的目的是「為了要增加對方屬靈的價

值，爲了要擴大對方蒙福的度量」，記不記得？這些話都是我自己禱告想的，就是你甚

麽叫作要成全對方，我是爲了增加對方屬靈的價值，讓他更屬靈，讓他更討 神喜悅，讓

他更被 神可以用來祝福別人。所以，以足夠的愛去面對（care enough to confront），如果

我的弟兄犯罪，跌倒，剛硬，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我在愛的裡面我有勇氣去幫助他，我不

是妥協，不是隨他去（let go），反而是因為愛，我要去幫助他。雖然我不配，我也沒有資

格去糾正別人，但是我知道弟兄帶著這個軟弱會讓他在 神的面前受到太多的虧損。同樣

的，我也去擴大對方蒙福的度量，當他自己對了，人乾淨了，人討 神喜悅了，他一定被 

神大大祝福。所以孩子不乖，爲甚麽要管教？因為愛，爲了讓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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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異象落實的步驟 （VIP Model） 

那麼「異象落實的步驟」，因為最早以前我們投影片（power point）畫的比較

不夠這麼的專業（professional），焦源弟兄幫我們畫了，這是我們叫作 VIP 的模型 

（VIP Model）。 

這個是棒球的觀念，在 Rick Warren 的《直奔標竿》（Purpose Driven Church）裡

面他也有弄這個模型（Model），但是我們的內容，我們自己把它針對我們的教會，

針對我們對《聖經》的了解，我們修改了很多，而且我們增加了很多的內容。每一

個壘呢，最基本的開始，我想這個圖希望大家在小組裡或是回家你可以去慢慢默想。 

V 是表示異象（Vision），I 是表示落實（Implementation），然後 P 是表步驟

（Process）。我爲什麽挑 VIP，就是凡是跟 神的異象有關的人，每一個人都是重要

人物。知道 VIP嘛，非常重要的人物（Very Important Person）。你去飛機場，去會議

室，去大旅館都有貴賓室（VIP room），那麼在座的每一個都是 VIP，為的要把異象

落實。 

異象（Vision）講到「基督」和「教會」。 

落實（Implementation）講到「道成肉身」。不是做法，是活出來；不是外面

的講究，一、二、三、四，一大堆的項目（program）和計劃，而是「道成肉身」，

是藉著十架把基督活出來。 

步驟（Process）講到「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所以，我們在這裡用棒球的觀念講到四壘。那麼，打棒球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幫

助這個人能夠上一壘，就是成為一個得救的基督徒，一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那上了這個以後不夠，所以很多人一信主，雖然信主了但是不長進，我們要怎

麼樣全力地幫助他能夠來追隨基督，幫助他生命長進，能夠進到二壘。成為一個獻

身的基督徒，成為一個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獻給 神，為主而活的基督徒，真的有委

身（commitment）的。 

光這樣也不夠，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而已。那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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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帶到「身體」這個觀念裡面，帶到教會的這個環境（context）裡面。在身體的裡

面被成全，被建立，學習順服，學習配搭。把這個樣的人讓他看見 神永遠的旨意，

看見我們的使命是什麽，而這個人能夠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mature Christian）

或是所謂的領袖（leader）。所以，領袖絕對不是隨便安排來的，領袖是自己生命長

出來的，是在 神百姓中間出入，你自己的見證，你自己所贏來，所贏得的尊敬

（earned respect）。 

所以，今天很多教會爲了誰是頭，誰是領袖爭來爭去，其實那個是沒有必要的

事情。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John Maxwell 講的很好，他說他在全美國各

地做領袖培訓，他去到任何教會、任何團體，當他坐下來，所有人很多人他都不認

識，但是他一坐下來他就曉得誰是領袖。他不見得一定是要叫牧師、要叫長老、要

叫長執會主席、要叫…，要冠頭銜的（title）。他就是領袖（leader），你一看就知道。

因為這個人一講話，所有人都聽他。他說他去過很多教會，甚至有一些這個弟兄他

根本在教會可能只是管總務，或者是很平凡的一個人，主席在講話，別人在講話，

你發現大家不專心，有時候還講話，有時候發呆。可是當這個人一講話的時候，所

有人都看到，他就知道這個人是個領袖。 

英國的鐵娘子佘契爾夫人早就說了。她說：如果一個女人需要一直跟人家講，

我是個女人的話，表示她已經活的不像個女人。她說同樣地，一個領袖一直要跟人

家講說，我是領袖，表示你已經不像個領了。你需要自己去用話去爭去要的，而別

人不是從心裡面被你吸引，對你的敬愛，對你的尊敬（respect）。所以，弟兄姊妹這

是講到第三壘。 

那麼，第四壘是要回來做一個有使命的工人。能夠不管被 神擺到哪裡去， 神

將來打發你回中國、到香港、到非洲、到任何地方，換一家公司，到別州去，你到

哪裡去，這個東西抓著你的。你不是說因為離開矽谷基督徒聚會，這個東西就還給

矽谷基督徒聚會了。對不對，你不會說因為你換了一個地方，到了美國人的環境，

到了非洲的環境，你就不為這個活，這個東西永遠抓著你。這叫作「有使命的工人」，

你知道 神要甚麽，然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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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的內容很多，那第一個福音的執事，最關鍵的東西就是「要廣傳神全備

的福音，為 神家來得著建殿的材料。」你看大衛， 神不准他建殿，可是他這一生

南征北討，所有得勝把這些擄物擄來分別爲聖，奉獻給 神爲了將來建殿。聖殿不是

一天說出來就出來的，對不對？ 神要得到一個聖殿，得到一個榮耀的居所，那個都

不是物質的，都不是外面的，都是屬靈的。這些建殿的材料從哪裡來，就從爭戰得

勝而來，從傳福音，從撒旦的權中搶回來。所以，爲甚麽我們要辦福音聚會。這是

第一件事情，講到教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廣傳 神全備的福音，為 神家得著

建殿的材料」。 

我在預備這個信息的時候，我還想跟弟兄姊妹提，你如果有好朋友或是想要叫

他信主，早點帶來，我們教會已經快滿了，空位不多了，對不對，國豪？我昨天必

須要先回去，一方面于師母身體不舒服，一方面我們要遠行。我經過餐廳的時候，

那時候才剛剛開始不到十分鐘，餐廳裏已經坐了好幾十個人。所以我們的位子

（seat）有限，要有人進來趕快來，將來都跑到那邊去了。沒有，我只是話這麼說，

總比教會空空的要好。 

幾年前有人從中國大陸寫信來，他說爲什麽你們教會有這麼多的空位？所以，

我那次跟弟兄姊妹發出挑戰，我不是爲了教會的空位要有人坐滿好看、比較有面子，

而是每一個空位，就可能表示一個人可能失喪，沒有來。不應該讓教會有空位的，

既然宴席擺了，既然福音傳了，既然 神的恩典聖靈在這裡工作了，爲什麽要讓這麼

多人流蕩在外面，應該把他們都帶回來。 

但是，光得救不夠，所以很多人得救了很多年生命沒有改變，在 神的手中還是

自我中心、為自己活。所以，我們下一關最重要的就是二壘的工作，幫助這個人在

生命上能夠被 神改變，幫助這個人能夠在主的面前能夠進深，能夠起來追隨基督。 

其實我們每一個壘，將來你們去上這堂課，在柏訓課程裡有，每一個壘裡面我

們都至少列了五件事情，而這五件事情每一個點底下又列了三件事情，所以你知道

每一個壘至少有十五件事情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那麼，這四個壘下來就六十件

事情，那都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禱告，我們從 2005 年在中國開始講，我們把教會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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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聖經》的認識，把它擺擺擺，擺在一起。 

例如說：二壘，我只是舉個例子，因為我必須要結束了。從一壘到二壘我們至

少列了五件事情。我沒有放在講義上，你們將來可以跟小組長，小組長們應該每一

個都懂得。第一個從一壘進到二壘，我們在五方面幫助弟兄姊妹怎麼樣從一壘進到

二壘。 

第一個是「與主關係的建立」，就是他跟主之間的關係怎麼樣能過被建立，能

過增強，這是最重要的事。信耶穌不是信理想、不是接受哲學、不是接受做人的道

理、不是接受一套新的標準。信耶穌乃是活生生的有一位耶穌我們來事奉，偉大的 

神我們來跟隨。所以，我們跟主的關係必須是第一手的，必須是真實的。 

第二件事情「生命的改變與成長」，記不記得我常講「到底神所要的是甚麽」？

是「被改變的關係，被改變的生命」，這都是第二壘要做的。 

第三件事情講到「真理的裝備」，就是怎麼樣幫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對《聖經》

熟讀活用，一些真道的造就。這是爲甚麽教會有這麼多的聚會，各式各樣的成人主

日學。 

第四個「生活的教導」，有專門的題目（topic），時間的應用啊、優先順序啊、

家庭關係啊、職場啊這些。 

第五個講到「各種的聚會」，就是藉著教會各式各樣的聚會，幫助大家能夠從

一壘進到二壘。所以每一個的聚會都有它特殊的目地，像禱告會，有禱告會特殊的

目地；禮拜五的小組聚會，有特殊的目地，每一個都有，我現在沒有時間講。禮拜

六傳福音聚會，有傳福音聚會的目地；禮拜天擘餅、主日信息、成人主日學，每一

個聚會都有它特殊的目地，都是爲了幫助弟兄姊妹從一壘進到二壘，二壘進到三壘。 

那麼，我剛剛講了這五個點，每一個底下有三個，實在沒有時間去細講了。但是我希

望弟兄姊妹我們能夠看見，今天我們要在 神家裡，我們需要有「異象」，帶著「使命」，然

後跟眾聖徒一同來這裡，讓 神把建造的工程做在我們中間。這樣的教會才可能健康，這樣

的教會才可能不會走岔路，不會徒然勞力。「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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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的。」（林前 9:26），這是我們要逃避的事。 

當教會朝著同一個異象，同一個標杆往前竿去的時候，你就發現教會在主的面前越來越合 

神心意，教會蒙福的度量越來越明顯，而教會能夠成為這個世代的祝福也越來越真實。不僅僅 

神喜歡來，我們都捨不得不來聚會，到那個時候我們根本不需要要求弟兄姊妹準時，你根本捨

不得教會裡面每一分鐘被浪費掉。因為在這裡 神的同在、神的祝福都在這兒，生命、聖靈、 

神的愛都在我們中間流動。 

 

禱告： 

主，我們的心何等地感謝祢！當我們來碰觸這麼榮耀、這麼大的題目的時候，我們真的是求祢

將那賜人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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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真

看見這個恩召是有何等榮耀地指望。主啊，我們把眾人、把整個教會都交在祢的手中，我們知

道自己所達到的境界、所活出來的情形，跟你所要的還是有何等地落差。但是主啊，我們感謝

祢，祢是那樣有耐心，又有愛，從來不放棄我們。主，就希望我們不是在這裡西珥山繼續的繞

行，而希望我們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聽過的能夠真正的把它活出來。就算同伴都失敗，就算這

個世代越來越黑暗，主啊，希望祢在我們身上不要遇見失敗，也讓我們不要叫祢聖靈擔憂。有

更多的器皿起來，不光是在這裡自己追求，自己求祝福，更能夠以父的事為念，以神家的事為

念，能夠讓教會早日成熟，好讓羔羊可以回來。主啊，我們謝謝祢，爲了這座榮耀的城我們向

祢禱告，為著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城中我們該有的那一份，我們也向祢禱告，祝福祢的教會，

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