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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門徒訓練》 

第 2課 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4 月 21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我們開始今天第二堂課《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 《新人門徒訓練》剛剛開始實行兩個禮

拜，非常感謝 神，我聽到很多好消息（good reports）。很多人跟我有許多正面的回應。他們講

到新人門徒訓練有同伴一起追求，很注重實行，他們覺得的確是補了自己多年來的一個虧欠：

就是聽道卻沒有行道。這是我們的盼望。我希望我們在這裡所得到的不是更多的道理而已，不

是說道理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挑戰、 神更在乎的是 — 道能夠成為肉身。所以，我盼望

我們所有聽到的道，都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所扮演的角色裏面，真正地活出來。 

昨天我和（Saratoga）小組一起吃飯的時候，姊妹在旁邊跟我作見證。說到她在生活中跟

別人的談話的時候，有時聽到的信息就會出來，覺得“到底我的生活跟我的人生宣言（life 

statement）， 跟我的人生標竿是否符合？我的人生的目標到底有沒有永恆的價值？”然後就會

受到調整。我也聽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一些類似的分享，我覺得很好。如果你覺得你自己還沒有

開始上路、還沒有開始這樣的操練、沒有這樣真正把它應用（apply）到你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的話，那要儘快。我跟你講三十六講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在預備這個課的時候，曾經跟大家幽

默地講，說三十六計什麼是上策？走為上策。那這個“走”呢，不是走掉地走，是走路的走，要

道成為肉身，我們最在乎的是走。 

是的（yes），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本是說當你一切的計劃都失敗的時候，你趕快跑就是了。

但是希望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跑掉的， 我們是真正走路的。每一堂課我希望我們都聽了、領受

了，然後藉著同伴的督促、藉著我們在主面前一個新的態度，讓這些東西能夠真正地實現在我

們的生活中。也許你會碰到挫折、碰到自己又失敗了，還沒有真正上路，這都是開頭。千萬不

要灰心，我們勇敢地往前，藉著同伴的幫助，我相信兩年下來，我們生命上一定會有改變，跟

主的關係一定會有改變。然後，你就發現當你的生命被改變、你跟主的關係被改變，我們

的生活和事奉就一定會改變的。我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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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遠的旨意與 神作工的法則 

今天講《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背誦經文是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的一段經文，但是我要跟

弟兄姐妹講，這是《聖經》裏面最重要的經文之一，我不是說《聖經》其他經文不重要，千萬

不要有這個誤會。而是說這一段的經文是在闡明 神永遠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一段經文。這段

的經文幫助我們去解釋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各樣的遭遇。你找不出答案的時候，在這一節的《聖

經》裏面你要找到答案。同樣的，這一節的《聖經》如果你真正地信進去的話，它會讓你的整

個生活變得非常積極、非常有意義。所以我們一起來讀它。好不好？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到第

三十節。 

經文：羅 8：28—30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

得榮耀。」 

這段《聖經》的後半是我們平常在講救恩、講客觀的救贖的時候，常常用的。我們被 神

揀選、我們被 神稱義，然後有一天祂要帶領我們進到榮耀裏去。但是，在主觀方面的呢？在

我們的遭遇上面呢？其實比較多是在前面的，就是「曉得萬事都在互相效力，要叫愛 神的

人得益處」。到底得什麼益處呢？絕對不是只是生活上有一些好處、一些方便、一些我們所期

望有的恩典，像病得醫治；找工作，容易找到；發生事情，主幫助……這些都是 神的恩典，

只要是 神的都是好的，對不對？但是這裡所講到的益處呢，是更重要的。底下它自己就解釋

了，它說：就是這些按著 神旨意被召的人，神預先知道他們，而且就預先定下了效法祂兒子

的模樣。有的翻譯為：要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就好像巧匠在做工的時候，他有一個意

念、有一個目的，他要達到的。他要把這一些的泥，或是木頭，做成、雕刻成他心中所盼望達

到的成品。所以我們是 神手中的傑作，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到。這是 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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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 神工作的角度可以不一樣，工作的方式可以不一樣，在時間上每一個人也

都不一樣，但是你發現 神在祂心中的意念都是一樣的，就是祂要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

的形像，讓我們可以像耶穌，然後有一天要把我們帶進到榮耀裏去。這是 神的旨意。所

以我說這一段的《聖經》在幫助我們認識 神永遠的旨意，非常重要。因為 神永遠的旨意就是

有一天祂要把整個萬有、舊造的世界全部更新。希伯來書說祂把天地都要捲起來，像人把衣服

捲起來一樣，整個天地就被更換了。所以你今天看見的浩瀚的宇宙、萬有， 神那天一換就全

換了。然後至終呢，祂要像希伯來書第二章第十節講的，耶穌基督、祂的兒子要率領眾子進到

榮耀裏去，把我們帶到永恆、永世，帶到榮耀裏面去。 

所以，率領眾子進榮耀是 神永遠旨意的完成，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是聖靈今

天在我們身上工作的法則。我再講一次：率領眾子進到榮耀裏去是 神永遠旨意的完成，把

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是聖靈今天在我們身上工作的法則。如果我們的生命不被改變像耶

穌，我們怎麼能夠進榮耀呢？至終祂要率領眾子進到榮耀，把我們都帶回到父的寶座面前，我

們在永遠的裏面跟 神同在，成為聖城新耶路撒冷、成為 神榮耀的居所。然後 神把天地萬有

更新以後，要交給這些新造的、蒙恩的人去管理。雖然詳細的細節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但是我

們知道我們在座的都有榮耀的前途。真的！所以，你在地上再辛苦，其實是至暫至輕的苦楚。

地上再多的苦，保羅說比起將來要顯現於我們的榮耀，這些就算不得什麼。所以，雖然有的時

候很苦很苦，但是我們希望 神常常用那個榮耀的思想來充滿我們。知道那個永世的榮耀，那

個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是我們今天不能體會的。真的！我們今天不能體會的或是體會得不夠。

但是，那一天進去了，你會發現那是多麼喜樂的事。永遠跟主在一起。那這是 神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要回到現實的生活。祂榮耀的目的是率領我們眾子進榮耀裏去，但是今天把

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是聖靈今天在我們身上工作的法則。所以，為了要這樣的工作， 神叫

萬事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都在這裡效力，為的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我說這是神在我們身上

永遠旨意的一個闡述，這是 神在我們身上所有的工作、遭遇的一個解釋，這也是我們今天在

地上生活該有的態度。我們知道 神作什麼，都有祂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是為了榮耀

的目的。這個真是要用信心。弟兄姊妹，我想問大家，這節《聖經》這麼熟了，我們真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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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的信進去了嗎？所有的環境， 神在這裡拆毀我們、倒空我們、潔淨我們， 神在這裡改

變我們，叫我們的生命越來越像耶穌。這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需要很清楚地來認識的。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他說要叫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代，或者不要隨著世代的潮流

而去（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但是總要怎樣？察驗。中文翻譯得很好，你又要去觀察，

又要去試驗。察驗何為 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神在我們身上的意念永遠是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是正面的， 神從來沒有降災、要為難我們、要來整我們的目的。祂

永遠都是純全、善良、可喜悅的旨意，按著祂心中的純正、手中的巧妙在這裡帶領我

們。所以我希望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在我們人生裏面，一定要有很清楚的信心和意念，這

樣，我們人才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所以我說我們這一次的《新人門徒訓練》，聽起來好像是

初信班，其實一點不簡單。希望我們不管信主多少年，包括我自己講的人，都需要常常被帶到 

神永遠的旨意底下，被 神衡量。我們所有的遭遇， 神在我們身上都有美善的目的。我們還有

許多的未得之地。在我們見 神之前， 神要一直在這裡製作、製作、製作，把我們模得真的像

耶穌。但願我們真的從心裏面也彼此扶持、彼此相愛，為著這個目的。 

 

大使命的目的 — 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 

門徒的意義 

這一講是《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我想大使命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們以為大使命就是

去傳福音。《聖經》上告訴我們說，要去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我們不光只是去傳福音，而是

要叫人成為主耶穌基督的門徒。門徒的意義，你去查任何的字典，它都告訴你，門徒就是學生

（learner）或是跟隨者（follower）。因為這個字最常用在從耶穌基督呼召門徒開始，那麼在基

督教裏面也用得最多。所以他們有的時候甚至在解釋上也多加了一些，說是為了要散佈宗教教

義的跟隨者。我們知道我們很重要的就是跟隨耶穌。不光我們所傳的，也是藉著我們所活出的，

要帶領別人來成為耶穌的跟隨者。 

門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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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裏面主耶穌告訴我們成為祂的門徒，有一些要求。我們把所有做門徒的要求歸納

起來，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你要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第一件事情，一定有代價，要

付代價的。第二件事情，一定要捨己。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所列的經文。當然講《真道造就》

或是講《新人門徒訓練》我沒有辦法像講臺一樣，專門一堂集中講跟隨耶穌的要求，所以我只

能夠把重要經文點出來，我們讀了以後，希望你們在個人的靈修、跟弟兄姊妹的分享裏面，我

們再更深入一點地與大家交通。我們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到二十七節，和三十三

節。列在這裡的馬太福音第十章呢，就讓大家回家自己讀。 

經文：路 14：26—27，33 

「26  “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

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27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33 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我想弟兄姊妹不要讀完這個以後，就全部都走了，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做到。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做不到，所以我們要起來跟隨祂。 神所要的就是 神要給的，這是我常講的。當 

神跟我們要的時候，我們才會發現原來我沒有。我怎麼可能撇下一切跟隨主呢？地上有這麼多

的東西、人事物都吸引我的心，我怎麼可能會撇下所有的跟隨主？你們發現我不能。但是，當 

神跟我們要求的時候， 神要的就是 神要給我們的。當 神跟我們要求聖潔，就是因爲祂要把

聖潔給我們。問題是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沒有，而是被祂要求以後，我們才發現：原來我沒有

聖潔，不要說聖潔了，在我裡頭，就是在我肉體之中毫無良善。這個時候，我們謙卑地到主的

面前去，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的救贖、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聖潔。不光只是一個地位的問題，

而是我們發現原來祂聖潔的生命真的可以在我們的生活裏面來替代我們過得勝的生活。 

同樣的，要成為主的門徒，當主這樣要求的時候，你就發現我們都做不到。可是，當我們

願意起來，答應這個呼召走上來的時候，你就發現耶穌用祂自己的美麗吸引我們。有一首詩歌

講得很好，是什麼能夠使地上的偶像失去牠美麗的色彩？這麼多東西吸引我們，到底有什麼東

西叫這些偶像變味變色呢？他說不是灰心、不是勸勉、不是責備或是什麼，乃是無價之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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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每一次當耶穌更向我們顯現祂的美麗，耶穌用更多的愛來充滿我們，我們就越甘心地為了

主，把自己的東西放下來而真成為祂的門徒，真在跟隨祂的路上被祂來改變。 

這節《聖經》強調愛主必須勝於愛一切其他的人。就是所有的關係裏面，中國的五倫：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獨獨不敢講 神跟人。孔老夫子也不講、怪力亂神，因為對 神

都不夠瞭解。但是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在所有的關係裏面最重要的其實是 神跟受造的人的關

係。在這節經文裡 神並沒有說你不可以愛你的家人，你不要去愛你的家人。這是世人的誤解。

而是說在人所有的關係裏面，永遠沒有一個關係可以大過與主的關係。你不可以愛父母、兄弟、

朋友、兒女超過愛主，甚至愛自己的性命超過愛主。所以當你的另外一半叫你去做違背 神的

事情、得罪 神的事情；你的公司老闆叫你去做不合理、違背 神、違背主要求的事情，那我們

要學習：我必須愛主過於這個關係，我必須順服主過於這個關係。這是 神所強調的。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說這句話是叫我們不能夠愛自己的家人，也不要去愛自己的家人。其

實相反的，《聖經》上 神非常在乎我們與家人的關係，我們甚至要捨己地去愛自己的家人； 神

甚至叫丈夫要愛妻子愛到一個地步，像基督一樣願意為教會捨掉自己的生命。你說地上有哪一

個宗教的教導能夠像基督這樣教導人要孝順父母、人要夫妻相愛，甚至要為朋友捨命？你在地

上你哪裡看到，有教導能夠像《聖經》上說，凡咒罵父母的要治死他，要把他用石頭打死的？

所以有人還說基督徒不孝順父母、不祭祖，那真的是完全曲解了、誤會了 神對人，對祂所造

的人的意念。所以，我們絕對要愛我們周圍的人，但是我們絕對不讓它跟 神的愛起衝突。當

這個關係是矛盾的時候，我們永遠讓主居首位。所以，這是講到我們要付代價。 

很多弟兄姊妹是來到北美才信耶穌的，特別是從國內或是從各地才來到這裡不久就信耶穌

了，而你的家人大多都不信主，父母親、朋友、兄弟都不信主。所以你信了耶穌，你或多或少

都會遭受到逼迫。如果你沒有遭受到逼迫，那是 神特別給你的一個恩典。那如果你遭受到逼

迫的話，那是 神給你一個更大的恩典，讓你學習怎樣靠著主克服這些困難，能夠把福音帶回

去。 

我小的時候在台灣。你們知道在台灣有祭祖，拜偶像的習俗，所以人們要到死人的墳墓上

上香、獻貢物、拜拜，這些傳統文化幾乎到處都是。所以這是在台灣信耶穌很難的一個點。像

中國只是無神論的觀念，覺得你們怎麼搞的，讀了科學還要去信有神？但是在台灣是你不准去

信，因為信了以後，你就不祭祖了，他認為你不孝順。我們那裡有一個弟兄，他信了耶穌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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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非常生氣，不准他信耶穌，他說將來誰給我祭祖？那個兒子說：“爸爸，我孝順你。”他爸

爸聽都不聽。他說如果你不否認耶穌，你如果不肯聽我的話，我跟你斷絕父子的關係。沒有想

到那個孩子還是在主的面前堅持，他說：“爸爸，你知道我什麼事情都聽你的，但獨獨這件事

情請你原諒我。”爸爸氣得拿起棍子就打，打到最後，他只好從窗戶跳出去，逃走了。他爸爸

說：“你這輩子都不要回來，我沒有你這個兒子。” 

這位弟兄跑到弟兄姊妹的家裡，大家一起為他禱告。他知道父親不願意見他，就寫了一封

非常有感情的信給他的父母。後來他又回家去了，只是爸爸很生氣、很傷心。後來這個弟兄他

的見證、他的改變讓父母親非常感動，覺得這個兒子真的不一樣。後來等到父母也信了耶穌以

後，父親來跟他道歉。他說：“孩子啊，還好你當初堅持，還好你當初堅持。”救恩因著他受逼

迫、付代價，臨到他的全家。弟兄姊妹，這就叫作門徒的代價。沒有門徒是坐著花轎進天堂。

我們信耶穌一定有代價。在職場上、在家庭裏、人際關係上，我們可能會當個“冤大頭”被人家

欺負，但是弟兄姊妹，這是門徒的代價。我愛主勝於愛一切。 

當然，你不需要去自找苦吃。有人覺得要當主的門徒就要什麽苦都吃，所以去菜市場買魚

都是挑臭的魚買，買菜要挑爛的菜根買，這個叫作自找苦吃，不需要。有人買了一把傘覺得遮

雨遮太多了，還鑿個小洞，至少稍微淋一點，不要都淋。這是人自己想出來的苦行僧的觀念， 

神沒有要求這個。當主要求的時候，我就順服。主沒有要求，我在平安中領受 神所有給我的

恩典和預備。所以保羅說：“我知道如何處豐富，知道如何處貧窮。”所以他也有豐富的時候。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這條路是太可怕的路。的確是要捨己，但是最關鍵的東西還不在於外面捨

棄什麽，最關鍵的都是人，人要捨己，這才是關鍵。你發現你很多東西可以放，但是你放不了

自己。所以第二個條件講到捨己。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節：「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再次提醒大家，這是一個挑戰，因爲主沒有強迫我們，

祂說：“若有人要跟從我。”那個最大的代價就是捨己。因爲在屬靈的道路上最大的攔阻、最大

的困難、最大的攪擾，其實都不在外面。最大的攔阻、最大的困難、最大的麻煩（trouble maker），

常常都是我這個人。我們有很多的情緒、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自私、很多的不合 神心意的性

格、生活的習慣，我們不肯去對付、不肯去面對。弟兄姊妹，這讓我們這個人在屬靈的路上常

常不能夠往前。 神叫你早上起來學習晨更、學習親近 神，你就是跟床離不開來。 神叫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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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十一的奉獻，你每次要奉獻的時候就好像刮一塊肉一樣，想到我這個錢可以買什麽、可以買

什麽，又可以多買一條領帶，又可以換一雙鞋。你去想這些東西干什麽？弟兄姊妹，你就發現

我們這個人很多的問題，很多的問題。 

門徒的特點 

第三，我們講到門徒的特點。當我們真成爲主的門徒，在我們身上一定有一些特徵的，你

甚至不要說，別人也看得出來。我問大家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在馬路上，你怎麽樣認出一個軍

人來？國豪，怎麽去認出一個軍人來？走路很挺。可能其他人說：“看他穿軍服嘛。”那是最表

面的，對不對？有的穿軍服還是假的、冒充的，你看他坐沒坐相，走路沒有走相，那個都是外

面的。也不是藉著理個平頭，你就是個軍人。你看到他雖然沒有穿軍服，如果他真的是個軍人，

他就是挺起腰板走路，腰帶束得緊緊的。其實你可以試驗一下，馬路上這麽多人，你突然喊一

聲：“立正！”你就發現有些人“砰”一下就立正了。跟老婆原來走在一起的，他突然一下立正了。

因爲在軍隊已經訓練到絕對地順服。那是他訓練出來的特徵（building the character），他裏面

已經塑造出這種順服的本能，他一聽到“立正”的命令他就立正了。 

所以做門徒是有特點的。我用約翰福音裏面主耶穌自己講的特點來說明，就更清楚了。在

約翰福音裡，第一個特點講到：活在光中；第二個特點講到：活在愛中；第三個特點講

到：活在生命裏，活在生命中。你就發現很有意思，主耶穌在約翰福音裏面講到：人就認

出你們是我的門徒。祂講的這三件事正好是約翰福音跟約翰一書的主題。不管是約翰福音或約

翰一書，在介紹耶穌的時候，講到耶穌是真光；講到耶穌是愛；講到耶穌是生命和能力。而你

發現耶穌在祂的教導裏面，在講到門徒的身上的特徵的時候，正好就是活在光中、活在愛中、

活在生命能力裏面。我們就把這三節的經文很快地看一下。 

第一節經文是在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一節：「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

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主的話就是我們的光。活在真理、活在真道的裏面就是活在光

中，行在光明中。 

第二個，約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節：「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

是我的門徒了。」請你們注意那個“的心”是中文翻譯這樣，其實重點是在講說“你們若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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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不光只是有那個心而已，而是有那個實際、有那個見證。所以《聖經》裏面講到你們要

彼此切實相愛。就是説，要有實際（reality），不是光只有相愛的心。就像我現在問大家：“你

們願不願意彼此相愛啊？”大家都會舉手。但是，別人能不能看得出來你真是一個愛弟兄姊妹

的人？可能舉手的人就少了。所以，有相愛的心跟彼此切實相愛，中間還是有差距的。你說你

愛太太，你說你愛孩子，你說你愛弟兄姊妹，但是你要有具體的行爲，這也是雅各對我們提的

挑戰，對不對？你有愛心沒有行爲，信心沒有行爲是死的，對不對？同樣的，這個愛不能夠只

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爲和誠實上，這是老約翰告訴我們的。所以真正的愛就是有具體的

見證、具體的行爲，要有那個屬靈的實際。所以，當我們真正彼此相愛的時候，人就認出我們

是主的門徒。我在講《新人門徒訓練》的時候或是我們最近一連串的信息，都說我們要成爲別

人的祝福。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們要在主的面前定了心志：我要在我周圍的人—— 神

所量給我的人中間，帶來不同（make a difference）。我希望能夠成爲他的祝福，能夠幫助他更

愛主，幫助他生命更被改變，幫助他能夠在 神的旨意中更往前去。這是一個更大的愛。 

所以我說“相愛”消極方面顯在我們彼此的包容、忍耐，因爲我們有這麽多的不同。你要能

夠允許犯錯（allow mistake），你要能夠在 神的家中裏面忍受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個性，

這都很不容易。那麽積極的愛永遠是在成全，永遠是在建造。足夠關心就要去面對（Care enough 

to confront）。當你真正愛一個人，你發現他做錯了，你發現他不應該這樣子做，你要勇敢地去

面對：要勇敢地去面對可能得罪他的這個風險（risk）這個代價，幫助他去成全。 

所以，張老師要能夠那麽勇敢地寫那麽多真道辨明也需要代價的。你要知道，你要在主的

面前勇敢地去為 神站住，一定有人反對、一定有人攻擊、一定有人誤會、一定有人不喜歡你。

但是我們裏面也要在主的面前，就是要很平衡。我們一定是主感動我們，我們在禱告中、在 神

的光中，我們真的是為他禱告，帶著愛，我是真正因爲愛，我來面對（confront）。我不是為了

要好為人師，我來糾正、我來管你、我來教導你。我們是帶著愛，先要了解他，現在問題出在

哪裏？他跟 神的關係到底如何？我到底怎樣可以幫助他能夠回到 神的面前？更能夠在主的

手中蒙福、更能夠在主的手中有用。這是愛！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一起來。 

第三個，講到活在生命的裏面。約翰福音十五章第八節，「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

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門徒的第三個特徵就是充滿了生命，甚至充滿了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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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實累累。不光是有果子而且是能夠多結果子，是結實累累，能夠歸給 神。 

所以，一個主的門徒，在他身上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他的生命不斷地被改變。他可以

從很低開始（start low），他剛開始很糟，因爲在江湖混太久了，在仇敵手中太久了，連信耶穌

剛開始講話都是江湖話。以前有個年輕弟兄一信耶穌，他也不會禱告，就是説：“主啊，我願

意在祢面前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都是用世界的話來禱告，沒有關係，你被

主改嘛！一路上主改變我們、改變我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啊。一個門徒如果他真正是

主的門徒，真正是主的跟隨者（follower），你在他身上絕對會看見生命的改變。如果一個人信

了耶穌信了這麽久，生命老是不改變。不是他沒有清楚得救，就是他跟 神的關係一定出問題。

沒有人跟隨耶穌，生命不被改變的。沒有人跟隨耶穌，他不蒙福的。沒有人跟隨耶穌，他的價

值不被提升的。所以，你們如果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真是我的門徒。 

所以，我以前講到 神家的這個特點的時候，講到伯大尼。伯大尼有馬利亞、有馬大、有

拉撒路，對不對？講到拉撒路的時候，我說 神家應該充滿了復活生命的明證。就是 神怎麽樣

讓一個死了的人，臭了人，原來大家都不願意接觸的人，已經沒有盼望的人，活過來了。居然

有生命的表現，居然有生命的見證！這個人原來充滿臭味，到哪裏去人家都不舒服，那個坏脾

氣，不順服，喜歡挑剔、埋怨人，這個個性像刺一樣。但是，你發現主改變他。拉撒路已經死

了，已經臭了，人都絕望了，但是， 神卻將他活過來，帶著生命出來。所以，拉撒路坐在那

裏一句話都不講，《聖經》上從來沒有記載拉撒路說過一句話。但是，《聖經》上卻告訴我們許

多人因爲拉撒路就信了耶穌。因爲在這裡有太多的人，從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得以看見。雖

然耶穌到底是誰，祂到底是不是個罪人，我通通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從前是

瞎眼的，我如今卻得以看見。這個叫作生命的改變，這個叫作生命的果子，這個叫作復活生命

的明證。 

我以前說過有個美國姊妹，信主以前她脾氣坏得很。一言不合，她就跟別人吵架的，她甚

至可以跟人打起來的。她有一次在馬路上走路就被一個馬鈴薯“嘣”一下打到頭，不曉得誰找她

麻煩，就砸她一下。她氣得火冒三丈，抓起這個馬鈴薯就要找人打。她那時候剛信耶穌，就在

正要準備找人報仇的時候，主就突然光照她：信了耶穌，還是這樣。這個原味尚存，像摩押一

樣，沒有倒過的酒，那個原味、老味道、肉體的味道、血氣的味道一直在我們身上，沒有被 神

製作、沒有被 神潔淨過的。所以，那天 神一光照她，那個說不出來的愛跟感動在她裏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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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有了耶穌了，還跟人這樣子爭幹嘛？她裏面有一個說不出來的力量，她不打了，也不找了。

但是，她就突然有一個意念很可愛，她就把這個打她的馬鈴薯帶回去了。她帶回去把它切得小

小的，泡在水裏面，然後就發芽、發芽、發芽，然後她就把它種在院子裏面。等到那一年感恩

節感恩見證聚會的時候，她就背著一大袋子的馬鈴薯到教會來，然後跟大家做見證。做完見證

以後說：“會後如果你願意的話，跟我分享我的感恩，你可以拿一顆回去。”我跟你講，雖然我

不是那麽愛吃馬鈴薯，如果我們教會有人這樣子做見證的話，我會跟你多要兩顆。太寶貴了！

你看見 神在一個屬血氣的人、一個本能反應的人、一個暴躁的人身上做工， 神改變她。 

所以，如果我們曠野裏面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信主一年、信主五年、信主十年，我

們的個性原來是怎樣，如今還是怎樣；我那個時候是不能夠吃乾糧，到現在還是不能吃乾糧，

如今還是不能。保羅說我只能夠把你們當屬肉體的，當作在基督裏的嬰孩，因爲生命不長進。

所以，當門徒，一定生命改變。弟兄姊妹，請你記得。所以，你的先生如果剛信主，你也不要

去刺激他，他剛剛上路。但是，你相信他，你為他禱告，只要他真正地走主的路，他的生命改

變是必然的。 

我最近在幾個不同小組裏面聽到一些很好的見證，都是生命改變。這是我最高興的地方。

我並不是只是聽到、希望聽到說：哎呀，你只是……你藉著禱告，然後，一個很大的困難解決。

那個很美，那個真的很好，那個我也很寶貴。但是，我更感動的就是聽見在這個過程中，我不

光是外面得到了好處、難處解決了，而是我的生命被 神改變了。就連我得到好處也好，難處

解決了，也讓我的生命被改變了。我變得更愛主，我變得像主，更新而順服。這都是生命改變。 

這是門徒的特點。哪三個？活在光中，活在愛中，活在生命裏面。得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 

 

基督的學校 — 宇宙最高的學府 

最好的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在基督的學校作門徒》。其實，這是一個最好的學校。我們不是往

自己臉上貼金。你看現在很多……每一年到這個時候，大學生都在申請學校，然後都要放榜了。

每一個人都很緊張，看看自己拿到什麽學校。不光孩子緊張，父母更緊張啊。不曉得怎麽跟別

人交待，我家的孩子一個學校都沒有。別人都已經跑到東岸、跑到常春藤（Ivy League）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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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到底我們有沒有真正看重。其實，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宇宙中最高的學府。

我這麽講，不是我自己講的，這是《聖經》告訴我們的，它之所以是宇宙中最高、最高的

學府，是因爲三而一的 神是這個學校的老師。光這一點，已經讓我們覺得這個學校太榮

耀了，對不對？ 

1. 『神』獨自引導，並無它神 

我列了三節經文，申命記三十二章十到十二節，「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

地、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

上兩翅搧展、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這樣、耶和華獨自引導他、並無外邦神與他

同在。」那裏講到是 神在這裡獨自引導我們。我本來把這節經文列出來了，但是因爲綱要的

頁數（page）尺寸（size）不夠，所以，我就只好把它的出處列出來，大家自己回家讀。那裏

講到神的百姓在曠野裏面，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我們的 神來遇見我們。祂看護我們，

祂照顧我們，祂保護我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然後，底下呢，他就接著說到祂像鷹一樣攪動

巢窩，祂在這裡訓練小鷹能夠飛翔。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他說：「這樣，耶和華獨自引

導他，並無外邦的神與他同在。」（申 32:12）看到了沒有？我們的 神親自在教導我們。祂

知道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害怕、知道我們對前途彷徨，祂看顧我們、祂圍繞我們、祂保護我們

像保護眼中的瞳人。這樣的 神我們喜不喜歡，我們珍不珍惜？弟兄姊妹，真是要珍惜。你看，

祂主動來找我們，來陪我們、來看顧我們、來保護我們。但是，同樣的，祂也親自在這裡訓練

我們，訓練我們可以飛，訓練我們可以有那個超越的能力，當仇敵來了、危險來了、當有需要

的時候，我們可以隨時離地上騰，這是祂在訓練我們。我們的 神獨自訓練我們。 

2. 『基督』一再親自召人來跟隨祂 

第二個，我們已經讀了這麽多新約的經文，當然你可以找到更多，這些新約的經文告訴我

們基督親自在這裡呼召我們起來跟隨祂，成爲祂的門徒。主從來沒有呼召我們去成爲某一

個教導、某一種教義、某一種宗派的門徒、某一個人的門徒，主說：“來，跟隨我”（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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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ollow me）跟隨耶穌。所以，我們 神的僕人，所有服事主的人，就應該跟施洗約翰一

樣，他是曠野的呼聲。我爲什麽把施洗約翰形容成曠野的呼聲？在曠野裏面荒涼，人沒有路走，

人不知道未來是如何，而且周圍都是很失望的局面。但是，突然聽見約翰說：“看哪！神的羔

羊。”這是曠野的聲音。引起人的注意(get attention)，就照著聲音看，就看見了耶穌。然後，人

就起來跟隨耶穌。聲音出來了，聲音消失了。但是，在它出來跟消失中間，它把人帶到

了主的面前，讓人起來跟隨了耶穌。弟兄姊妹，這是我們服事主的人的要學的。 

所以，我其實是很怕別人一直誇我們，每次講“于弟兄啊，我是你的粉絲。”我都說：“請

你千萬不要講。”我並不喜歡聼，我非常不喜歡聼。主耶穌從來不呼召粉絲的。粉絲太容易斷

了，我說了。主只呼召門徒。所以， 神的僕人也應該把人都帶到主的面前，成爲主的門徒，

不是成爲我們的粉絲，成爲那麽多的跟隨者。你看，現在多少人在推特上（twitter）在比：我

的跟隨者有多少，我的跟隨者有多少。那是一種成就感、那是一種……其實一個很不單純的虛

榮心在那裏追求，要叫這樣……要叫別人跟隨你。我們哪裏經得起看，我們哪裏經得起別人跟

隨？我們只能夠把人帶到主面前去。對不對？ 

3. 『聖靈』在凡事上的教導 

聖靈，約翰一書二章二十七節講到「不用人教導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導你

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弟兄姊妹，你發現

了沒有？這個恩膏講到聖靈，聖靈根本已經在我們裏面。而且，很寶貝的是，祂在凡事上教導

我們。 

大家聽到了，凡事上，在所有事上、在每件事上（in all things，in every thing）。所以沒有

一件事情是太小的，是聖靈不願意教我們的。沒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平凡到你不需要禱

告的，你都可以帶到主的面前，去求問祂的意思。他說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導你們，

他說這個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更重要的他提醒我們，你們要照著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

面。 

所以聖靈也在這裡教導我們，你看到了沒有？三而一的 神，是我們的老師。所以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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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宇宙最高的學府。我很多年以前引用一個弟兄的比喻，他說你看今天，我們有好多人要

受浸了，對不對？有人信耶穌了，受浸了，那天上的就在開會說，這次派誰去當他的老師？你

知道猶太人對天使是很崇拜的，因爲天使可以行大能。他能夠有超自然的能力的。天使在那裏

討論說：“哎，曹國豪得救了，我們誰去當他的老師？”有人說我，有人說他。真有天使當老師，

猶太人高興都來不及的。但是你發現，加百列說：“我是天使長，這個人可造之材，我來教。”

米迦勒說：“不行，你加百列是文的，我米迦勒是武的，國豪這個人是軍人，我來教。”天上起

了爭論了。 神說：“你們都退到旁邊，這是我的兒子，我要親自教導他。” 

弟兄姊妹，我爲什麽說這是宇宙最高的學府？因為 神說祂要親自教導我們，沒有

外邦神可以跟我們同在。基督說：“來跟隨我（come and follow me），來跟隨我，成

爲我的門徒”。聖靈說：祂要在凡事上祂要親自教導我們。 

親愛的弟兄姊妹，從心裏對耶穌說，對這位 神說，對我們裏面的聖靈說，“謝謝祢，當我

的老師。”真的，這叫在基督的學校裏面作門徒。沒有一件事情小到祂不肯教，沒有一件事情

小到我們不可以在祂面前有屬靈的學習，沒有一件事情可以平凡小到我們在主的面前不用來當

作我們長進的機會。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最好的教材和內容 

剛剛我們已經說過了，萬事互相效力，所以 神是用調度萬有來訓練我們。也只有祂做得

到。地上斯坦福大學（Stanford）、哈佛大學（Harvard），他們錢雖然多，他們最多就是做到他

們能做到的。但是我們的 神可以為我們調度萬有。祂可以叫大風來，叫海浪來，叫大雨來，

叫蓖麻樹長起來，叫日頭出現，祂可以叫所有的東西都起來，爲了要造就一個這麽不順服的約

拿。 神在這裡調動萬有，訓練祂的僕人，讓他認識祂。今天在我們身上， 神也是這麽做。所

以我們要從萬有中得著基督。弟兄姊妹，這是非常高的一句話，也是非常寶貝的一句話，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汪佩珍姊妹有一次在她服事上碰到難處的時候，她坐火車，大概從上海到南京的路上，當

她靈很沉很灰心的時候，突然一下聖靈在她裏面，把這樣一句話給她，就是要叫她從萬有裏面

來得著主。她就知道所有的難處，其實都是我們的食物，對不對？所有的難處、所有的環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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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長進的機會，認識 神的機會，被 神改變的機會。這叫在基督的學校裏面作門徒。 

歌羅西書三章十一節，這是我們教會特別寫在牆上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弟兄姊妹，要爲著我們的環境感謝 神。然後也要立了心志，不要再糟蹋我們的環境。新國際

版（NIV）的《聖經》把以弗所書第五章講到要愛惜光陰翻譯成爲要抓住機會，要充分利用機

會，他說要充分利用每一次的機會（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要把每一個機會，要

充分利用（make the most），要讓它達到最高。到底我有什麽地方可以學習？到底我有什麽地

方可以改變？到底我有什麽地方可以長進？到底我有什麽地方可以讓我更認識 神？我跟 神

的關係更真實？ 

我以前講過我在公司被老闆欺負的時候，原來那麽痛苦。當 神用這句話一說的時候，同

樣的環境，還是老闆天天找麻煩，可是我卻裏面充滿著喜樂。外面沒有改變，裏面改變了。外

面沒有改變，我的生命長進了。弟兄姊妹，這個叫做值得，沒有白白受苦。 

 

終極的目的 — 像耶穌 

最後我們講到終極的目的。我在新年的時候已經跟弟兄姊妹講過了，整個門徒的訓練，那

至高、終極的目的，是要叫我們像耶穌，像耶穌（just like Jesus）。不是叫你參加一套的課程，

不是叫你學會了一些真理的裝備，不是給你一些服事的技巧，不是給你一些事工的策略，叫作

門徒訓練，怎麽去宣教。弟兄姊妹，真正門徒訓練的精髓，它的核心，是要叫我們像耶穌，像

耶穌（just like Jesus），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所以我一開始已經講過了，要率領眾子進

榮耀是 神永遠的旨意。但是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是聖靈今天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你就發

現在《新約》是這樣，在《舊約》也是這樣。 

大衛被 神拿出來使用之前，他被他的兄弟看不起，他爸爸甚至忽略他，在撒母爾來的時

候，眾子都在這裡開宴會，但是大衛一個人在野地放羊。他是被忽略的，被冷落的。但是大衛

卻藉著最平凡、最被遺忘、被人家忽略的一個角色裏面，在 神的面前沒有浪費他的日子。他

那麽忠心地伏在 神的環境底下，他看見熊來了，看見獅子來了，抓住了羊，他上去就跟它打，

把羊救出來。 神培養他那個君王愛民的生命， 神培養他那個勇士，不怕一切，靠著 神，那

種大能的力量，征戰的勇氣。所以等到當歌利亞把整個 神家卡在那裏，四十天咒駡 神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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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可以解決。但是當時候到的時候， 神把大衛從伯利恆的野地拿過來，放在歌利亞的面

前，一個石頭，就將歌利亞打下來了。 

約瑟受了這麽多的苦，當 神把他擺在位置上的時候，他成爲天下萬民的祝福，躲避了那

麽可怕的災荒。以利沙，今天正好我們這個門訓跟主日信息很配合，你看以利沙天天倒水在以

利亞的手上，這麽卑微，這樣默默無聲的，他把一切都捨了，起來跟隨以利亞，但是《聖經》

上連記都不記，只記他倒水在以利亞的手上。可是時候到了，他真是以色列家的戰車馬兵。 

弟兄姊妹啊，今天就開始，每一天都開始，在每一件事情上讓我們伏在 神大能的手下，

學我們該學的，得我們該得的。我就希望每一天結束的時候，我們都能夠在主的面前問我們自

己，到底我今天學到了什麽，到底我今天在基督的學校裏面我長進了什麽，到底今天在我這些

的遭遇裏面，你稍微回想一下，幾分鐘都好，兩三分鐘都好，我鼓勵大家睡覺前花一點時間在

主的面前把自己這一天走過，到底今天，我有沒有學到我該學的。就算我失敗了，就算我又犯

罪了，我也要在我的失敗和犯罪中，要學到我該學的功課。我不讓它重蹈覆轍，我要讓我裏面

的力量能夠比從前更剛強，就是要越來越像耶穌。 

所以，這些門徒們，當別人看他們的時候，認出他們是跟過耶穌的。當彼得在那裏否認主

的時候，別人還是能夠看得出來：這些人是跟拿撒勒人一夥的。因爲在他們身上的那個印記、

那個痕跡、那個生命的表現就是不一樣。希望我們在基督的學校裏面一起能夠成爲主最好的門

徒。然後，我們彼此都是作門徒的，彼此扶持、彼此勉勵。我希望我們的《新人門徒訓練》

（Newman Discipleship）真的不是只是一個課程（program）、只是一套的計劃。而是大家生命

被改變、關係被改變，我們的生活事奉也都被改變。 

 

禱告： 

主，我們何等得謝謝祢。想到祢這樣地愛我們。祢不是只有在我們來到教會裏面，才和我

們發生關係。而是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件的事上、每一份的角色、每一份的人際關係上，

祢都在其中。祢都讓這些成爲我們蒙恩、長進的機會。因爲祢親自在這裡教導我們。主啊，有

祢這樣子的老師我們還需要什麽呢？求祢真的在我們剩下的年日裏面，每一天都當一天來使

用。不讓我們再隨便地糟蹋和浪費，讓我們真是在這裡學我們該學的，得著我們該得著的，活

出我們該活出的。謝謝祢！ 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