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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課 《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于宏潔弟兄 2013年 12月 15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禱告： 

主啊，為著每一次的聚會，我們感謝祢。祢常常用祢自己的同在、用祢豐富的恩典來滿足

我們、來祝福我們。主啊，何等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更深地愛祢，也願意把我們這一生更

多地奉獻在祢的手中，成為祢恩愛的標本，成為祢祝福的出口，更是成為祢榮耀的見證人。謝

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今天要講的《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是整個第二個階段的最後一堂。第二個階段是講

到《被改變的生命》（The Transformed Life / The Changed Life），成為門徒最重要的意義就是

叫我們被改變：讓我們這個人跟主之間的關係被改變；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生命被祂改

變  — 被改變的生命（ the transformed life）或是被改變的關係（ the transformed 

relationship）。讓我們跟主之間有真實的關係，然後我們的生命能夠越來越像主 — 這

就是整個生命被改變的最後目的。 

  

一． 道成肉身的重要性 

 

 是指 神透過人被彰顯出來，是 神榮耀的發表，是最真實的得勝，也是

仇敵所最怕的見證。  

我們今天的題目《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其實是很大的題目。我在同工退修會

的時候曾經跟弟兄姊妹講過，我們一個得救的人，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有各式各樣的身

份。我們最容易明白的是什麽？是蒙恩的罪人：我是個罪人蒙主恩。同時，我們是蒙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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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對不對？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讓我們得稱為

祂的兒女，我們也真是祂的兒女。這真是一個偉大的愛，祂不光救我們，祂還認我們作

祂的兒女。然後，我們是蒙召的祭司 — 我們被召出來，成為君尊的祭司來事奉祂，終

身侍立在祂面前，這也是很榮耀的身份。另外，我們是十架的精兵、基督的精兵，為主

當兵（soldier），為主爭戰。我們還是忠心的管家， 神把很多的時間、才幹、金錢託付

給我們，把孩子託付給我們，把恩賜託付給我們，我們怎麼樣在主的面前成為一個忠心

的管家……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身份，可以繼續講下去。 

在所有的身份裡，《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這個身份，是讓我感覺最不配的。不

是說其他就覺得配，沒有一個配：罪人沒有資格蒙恩，對不對？我憑什麼蒙愛呢？我憑

什麼能夠成為君尊的祭司呢？每一個都是不配的。勤勞的農夫，雖然我也要勤勞，被稱

為勤勞的農夫，仍然是不配，所有的身份都不配。但是《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是

讓我最感覺不配。而另外一方面，也是讓我裡面最感動的：我怎麼可能會成為祂道成肉

身的見證人？祂救我，我能夠明白；祂愛我，我能夠明白；祂召我，我也還能夠明白；

祂呼召我做一個忠心的管家，做十架的精兵，做勤勞的農夫……，我都還可以明白。但

是，怎麼可能叫我們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第七節說：「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為自己的榮

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祂把祂的生命給我們。然後說：你們是我

的見證人，你們是為了我的榮耀而被造的。我們不僅僅是被創造，也是被製作，

為的是叫我們成為祂的見證人，就是成為祂榮耀的發表。這是不得了的事情，比當

福音的使者更榮耀。 

當福音的使者（ambassador of gospel），是傳福音或是活福音？弟兄姊妹，我們不

光是傳，我們還要活，成為福音的使者。大使（ambassador）是代表國家的。聽說好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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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臺灣有一個駐日大使，老蔣總統每次問他問題，他都本能地回答說：“請主席

指教”。蔣中正先生問他：“將來去那邊，你準備下一個階段做什麽？” 他說：“請主席

指教。 ” 然後問：“碰到問題，你準備怎麼做？” 他回答說：“請主席指教。” 蔣中正

先生說：“你都讓我指教，你去幹什麼？” 就把他撤掉了。因為大使代表國家，你要有

判斷能力，你要知道國家的利害、國家的優先權（priority），你需要知道很多很多的事

情。弟兄姊妹，我們今天在主的面前， 神叫我們成為祂的見證人，祂說：你們就是我

的見證 — 這是祂把祂的生命給我們。 

我今天早上在英文組講道。我說：“我跟你們講的題目，是「矽谷基督徒聚會」剛

剛開工成立好多年以後，我才敢講的題目，是我進了中國十年以後才敢講的題目，叫作

《異象跟使命》。” 所以，你們做父母的回家後，去考考你的孩子：什麽叫異象和使命？

你就曉得現在的孩子們聽這樣的道能聽進多少。但是，這個信息對他們真的很重要。我

只能用他們比較能夠瞭解的方式，先告訴他們什麽叫異象、什麽叫使命；我們的異象使

命是什麽，其他細節還沒講，時間就已經到了。 

但是，弟兄姊妹，我每次講到這個《異象和使命》，我都很激動。教會是基督的發

表，教會只有一個成份就是基督 ─ 就像夏娃只有一個成份就是亞當。神從亞當

身上取出來的一塊肋骨造了夏娃，所以她是他骨中骨、肉中肉。教會只有一個成份 ─

就是基督：不是以基督為中心，不是讓主居首位的就不叫教會；而且，教會裡面任何的

內容，如果不是基督，通通不能夠歸到教會裡面來。在我們個人、家庭、教會裡面，都

是這樣。 神把祂整個的祝福以及永遠的旨意，都放在祂兒子 ─ 耶穌基督的身

上；而今天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的道路，祂成為我們一切的真理。

我們整個的人生，所有的生活、事奉、言行都在基督耶穌裡面。所以，我們今天

成為祂的見證人，祂要透過我們被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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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教會在地上最大的使命 ─ 就是彰顯元首，因為頭跟身體是一個的。我

在英文組那邊舉例子，我說我絕對不會這樣指著凱文 (Kevin)，說：“凱文啊，你的頭真

帥啊。” 沒有人會這樣講。基督是教會的元首（He‟s the Head of the body），教會是基督

的身體 — 這兩個是一個。所以今天人看見教會，應該是看見基督的。所以《聖經》上

告訴我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我

們都不知道 神是怎樣的 神，我們肉眼看不見祂，因為 神是個靈。等到耶穌基督來的

時候，人聽見祂講道，人看見祂行事，人看見祂行神蹟，人看見祂在很細微的小事情上

怎樣對待人，人才體會到 神原來是這樣的一位 神。 

舉個大痲瘋的例子，要知道在以色列人裡面，長大痲瘋是很可怕的事情。一個長大

痲瘋的人，肉身很痛苦。約伯說他是以泥土為衣，因為滿身膿血瘡，風一吹，灰塵就粘

上來了，所以他是以塵土為衣的。長大痲瘋的人最大痛苦還不是肉身的痛苦，而是被人

擯棄、關到城外，與世隔絕。任何人經過，這個長大痲瘋的人都要喊：“我是大痲瘋。”

叫人要離遠一點，因為大痲瘋的傳染性很強。那個心靈、自尊、人格、各方面的……的

創傷，是很痛苦的。雖然人都遠離大痲瘋，但是這個大痲瘋居然敢來到耶穌面前，你就

曉得耶穌對人是這樣地接納（accepting people），祂不攔阻罪人、娼妓到祂面前，不攔

阻小孩到祂面前；而且當這個大痲瘋說：“主啊，如果祢若肯，必能叫我潔淨” 的時候，

耶穌還用手去摸他，說：“我肯。”這個一摸，是一個愛的觸摸（touch）、是能力的

觸摸、是生命的觸摸。.從《聖經》記載的很多小事情上，我們可以知道 神是怎樣的

一位 神。 

今天，人也看不到基督，祂已經復活升天，到父那裡去了。那麼人怎麼樣才能認識

我們所信的 神呢？人怎麼樣才能認識耶穌基督呢？就是藉著教會。因為我們是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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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one）。沒有人見過 神，父懷裡的獨生子把祂表明出來；除了兩千年前的人，

沒有人見過基督（Christ）。但是今天人怎麼認識基督？怎麼認識 神？就是藉著你、

藉著我 — 這個叫作《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所以，教會在地上的使命實在不

只是 神兒女們聚一聚而已。 

我剛剛特別跟年輕的孩子們講：後現代的文化都叫你們只注重自己的需要、自己的

滿足、自己的享受、自己的……，這些正好跟教會是相反的， 神家裡面沒有個人主義。

現在好萊塢電影全都是英雄主義、個人主義：多少警察都打不死的壞人，要等到英雄

（hero）來了、007 來了，“叭叭……” 全部解決，所有的警察全都是笨蛋。這就是好萊

塢，這就是後現代的文化，就是抬高 “自己”。只重視我的滿足、我的需要、我喜不喜

歡你的敬拜（worship）……，這些全都是後現代文化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

來到神家，個人主義要被去掉，教會才可能彰顯基督的豐滿。 

今天， 神把我們擺在教會裡，這是一件大事。舉一個倪弟兄用的例子，當然他不

是像我用數字（number）作例子。假如我現有一個很大的玻璃容器（container），它可

以裝一百加侖的水。然後你現在拿一個大鐵錘，把它打幾錘以後，它變成一千片碎片在

地上。然後你拿每一片去裝水，倒進另外一個沒有被打破的一百加侖的容器（container）

裡。請問用這一千片碎片所裝的水跟這完整的一百加侖容器所裝的水，能不能相比？沒

得比的。你這樣一片片地裝，最多裝個十加侖已經不錯了。 

如果我們是合一的（We are one），我們真的是合一（oneness）、在主的面前是同心

的、真的是 “一” 的見證，那麽教會在這裡所彰顯的基督的豐富，真的是很大的。所以， 

神不只是要個人彰顯基督， 神更要得到的是教會的得勝。請大家不要誤會， 神不

是不要個人彰顯基督，但是那個還不是最能滿足 神的，那不過是你個人的得勝。所以

今天我們在這裡一起做門徒訓練，我們需要在主面前禱告，不光為自己求恩典，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新人門徒訓練              2013-12-15 

ND-208                                                                                              Page 6 

 

要為我們所有的同伴求恩典，要為整個教會求恩典，而且我們將來要能夠大到為 

神的國度求恩典。教會不僅站在蒙恩的地位、承受元首所有的豐富，讓貴重的油

從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流到衣襟，我們享受祂一切的豐富；而且教會能夠在這

裡彰顯基督的豐富和豐滿。 

我們現在來看 “道成肉身” 到底是指的什麼？“道成肉身” 的重要性到底是什麼？

“道成肉身”是指 神透過人被彰顯出來，是 神榮耀的發表，是最真實的得勝，也

是仇敵所最怕的見證。牠不怕你講道，牠不怕你大有恩賜，牠不怕你工作很有果效，

牠最怕的就是 “道成肉身”。老約翰說：「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

靈是出於 神的不是……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 神的。」 （約

一 4:1，2）必須要認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我們才能夠接受。 

弟兄姊妹，仇敵很怕 “道成肉身” — 這就是為什麼撒但在試探主耶穌的時候，一

直跟祂說：“你如果是 神的兒子，就叫石頭變成餅”，“你如果是 神的兒子，就從殿頂

上跳下來”，牠一直要把耶穌帶回到 神兒子的地位。因為耶穌如果是在神性上得勝牠的

話，撒但就會說：“祢是 神嘛，祢當然能得勝，那有什麼了不起？”。的確，神用口中

的氣就可以廢掉牠。就像拳王阿里跟一個一歲的小男孩打架打贏了，沒有人會給阿里鼓

掌的。但是耶穌基督卻穿上人性，站在人子的地位，在最軟弱的人的角色上，祂完全得

勝。主耶穌回答牠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這是主耶穌回到人性的角度來回答牠。這個叫作 “在肉身中”，所以是透過身體（through 

body）來彰顯 神，叫作 “道成肉身”，不是在身體的樣式上（in bodily form）。 

如果在身體的樣式上（in bodily form），有的時候苦行僧也可以做得到：修身養性、

刻苦己身……。以前我在基督徒的雜誌或是書上看到，說有人買了雨傘覺得太舒服了，

心裡不安。所以，在雨傘上鑿一個洞，只遮掉大部分的雨就好了，但是還是要淋一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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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睡覺不敢用枕頭，因為他說主耶穌睡覺也沒枕頭。《聖經》上是說 “人子沒有枕頭

的地方”，不是沒有枕頭。他自己讀成 “沒有枕頭”，所以刻苦耐勞，睡覺就不敢用枕頭；

去買菜的時候，都要買爛掉的菜根；買魚的時候，人家都挑新鮮的，他要挑有一點臭味

的。他覺得這是為主受苦，但是主不要這種方式。“道成肉身” 不是在肉身中，攻克

己身來做出敬虔的樣子，而是 神的生命透過身體彰顯出來，重點是是透過身體

（through the body）。 

 

二． 基督道成肉身的偉大意義和使命 

我先講一下，耶穌基督 “道成肉身” 的偉大意義和使命到底是什麼？再講 “道成肉

身” 跟我有什麼關係，跟我們所在的教會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是我從前講過的信息，在

講《基礎神學》時也講過。我主要是根據《希伯來書》裡所記載的，當然配上一些相關

的經文。講到基督 “道成肉身” 有五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在肉身中彰顯 神的榮耀 

第一件事，祂是在肉身中彰顯 神的榮耀。約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節說：「從

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然後，希伯來

書第一章第三節說：「他是 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 神本體的真像」祂把 神的

榮耀彰顯出來了，看見祂就如同看見 神。 

 

2． 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 

第二件事，祂是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我特別地講 “肉身中”，請大家一

定要注意到這件事情。希伯來書第十章第五節和第七節說：「神啊，祭物和禮物

是你不願意的，你曾給我預備了身體。那時我說：„ 神啊，我來了，為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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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已經記載了。」然後，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三

十九節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們覺得 “在肉身中” 這幾個字重不重要？重要！真的是很

難的事情。因為你如果不是在肉身裡的話，你只是有心願，這個沒有太大的

價值，誰都有心願。 

沈保羅牧師說好幾十年以前，他跟一位西洋教士到中國的大西南苗寨，去窮

鄉僻壤的地區傳福音。西洋教士明明在美國有這麼舒服的生活、這麼健康的生活

習慣，可是到了中國以後，完全入鄉隨俗，沈牧師說他驚訝得不得了。他們到了

一個苗族，當地人的碗是從來不洗的，他們是用舌頭舔的。吃完了以後就舔乾淨，

放到那邊。看到他們是貴賓、外國人、宣教士來，還要多舔兩下，然後就給他們

盛飯、盛菜，拿過來給他們。沈牧師看得他都不敢吃了，他說可是這位美國來的

西洋教士那麼安靜、安息地謝飯，謝完飯就很甘心地就這樣吃。他就非常感動。

當然你們現在有健康知識，就説不要做愚民，萬一有傳染病。但是你就知道在身

體裡面要能夠活出基督，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可以有很多的心願，你可以有很多的盼望。你說，大家希不希望聚會準時

啊？有誰是希望每次聚會，我都遲到，有沒有？沒有。希望聚會準時的，請擧手！

都舉手。那聚會每次都準時的，請擧手！你看少掉了四分之三了。所以，你光有

心願沒有用。你說：我的心都跟你們一樣，是早早就要到教會的，雖然我還沒出

家門，但是我的心跟你們已經開始了。你們已經唱詩了、已經擘餅了，我在家 „阿

們‟ 就好了。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住在弟兄之家，底下是團契聚會，二樓、三樓是弟兄之

家。我們住的房子都很窄，大概比擘餅桌子稍微再寬一點點，然後用薄的板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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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一閒隔著，就只能放一張小床，然後一個很小的桌子，就這一點空間。我們樓

下住十幾個，樓上住十幾個，大概一共住三十個弟兄。我們中間有一個弟兄，就

是我講《約伯記》時，曾經講過的這個弟兄。他那年暑假回到家，收到成績單，

有一大堆學科不及格，他當天就把《約伯記》讀一遍。他很可愛，成績單不及格

跟《約伯記》有什麽關係？自己悔改就好了。 

這個弟兄有一天去參加一個培靈會，講到靈修生活以及晨更很重要，一定要

在太陽出來以前，免得嗎哪化掉。他回來就跟我們分享他立的心願，他說：“你看，

我買了一個鬧鐘。從明天開始，我要起來晨更。”那時候是冬天，早上五點鐘，我

們住在二樓、三樓的人，全都聽到他的鬧鐘在響。他那種鬧鐘的功能（function）

是響了 20 秒就停了，然後再等半分鐘再響，再停，再響。所以叫到我們全部的人

都起來，但是就只有他自己還沒起來。所以，一天過去了，二天過去了，後來我

們受不了，就把他叫來。他說，他每一次聽到鬧鐘，就想起來，可是腳一伸出來，

外面冰冰的，然後他再把腳一放回去的時候 — 哇，真是太舒服了。他的腳就出

不來，又昏睡了。所以鬧鐘怎麽叫，他都起不來。 

這個弟兄心願很強，有沒有行動？也有行動，他買了鬧鐘了。有沒有行動？

也有行動，腳伸出來了。但是跟真正 “道成肉身” 還是有差別。堅持一早起來晨

更，真的很不容易，你們試試看就曉得。我年輕開始練習晨更，我早上都是要喊

“一、二、三”，自己一下滾到地上去。掙扎是沒有用的，因為被窩太舒服了。 

所以，要透過身體，要能夠活出來，是很難的事情。就說唱詩好了，所有的

領唱（song leader）最頭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底下人都不開尊口，你站在台上明明

說：“請大家一起起來敬拜”，很多人嘴巴就是不張，即使張口也是微微地張，一

點不像歌詞講的 “我們敬拜祢、我們讚美祢、諸天頌揚、無窮之歌、羔羊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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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有氣無力地唱。來聚會，累累地來，慢慢地來，勉勉強強地來，像母雞

飛不起來一樣，老半天都飛不起來。哪裡像老鷹一樣可以展翅上騰？都是等到聚

會完了才飛起來，但都散會了。 

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疲倦、我們的每件事（everything）都會影響我們這個人。

所以有個弟兄說，他只要肚子一餓，他就說：“你們都離開我遠一點，這時候是我

脾氣最壞的時候。”身體太影響我們。所以你不要以為光有心願就夠了， 神的

確寶貴我們的心願，但是 神更在乎我們的實際（reality）— “道成肉身”，這

是我們的挑戰。 

我從年輕開始就參加退修會，我們都住二、三十個人的大通鋪。一進去以後，

馬上就有人去搶位子。要搶靠窗邊的，要搶下面的，然後看看別人，那個更好，

他就換過去了，人的本性就是這樣，總是找舒服的。可是有一些人不一樣：他進

來後，把他自己的被子放到旁邊，先讓別人挑，等到大家都挑完了，剩下什麽他

才把他自己的被子放上去。這是了不起的，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小事情。 

上次我們在開同工退修會的時候，有位弟兄還提醒我們說，應該要常常跟弟

兄姊妹灌輸這種觀念，不然新來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或朋友們不曉得，我們教會

有很多很好的傳統，但他們不曉得我們為什麽要這麽做。 

每年退修會，我們只收最基本的報名費，是為了讓大家能夠確認（confirm）

你會來。那麽其他的，全部是自由奉獻。有些人就說，別的教會都是，根據你住

什麽房間，你就交多少錢：那種套房式的就應該貴一點；這種大通舖的，就應該

便宜一點，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那為什麽我們教會是不同的做法呢？很多的弟

兄姊妹奉獻的錢，是外面五星級酒店的錢，可是他們被安排到最小的茅屋，跟著

那一群白天不講話、半夜呼聲如雷的弟兄住。弟兄白天不溝通，都是半夜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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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出這麽多錢還去睡這樣的房子？弟兄姊妹，這是教會的傳統。 

在這裡講 “道成肉身”，講基督，講基督生命真正地被活出來，都是挑戰！兩

個人吵架，都想罵對方，不要以為只有對的人才想罵，錯的人也想罵。在吵架的

時候，誰肯先把口關起來？在唱詩的時候，誰肯先開口來唱詩？在禱告的時候，

我們很懶，不想禱告，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突破自己的軟弱禱告出來？夫妻兩個

回到家，都累得要死，孩子尿布沒換，那麽誰去換？這個都需要透過身體的。你

光有心願，你說：“親愛的，我愛你（Honey， I love you so much）去吧，給孩子

換尿布（Go ahead, change the diaper）。我這麽愛你，我愛你到死了，你可不可以去

幫我給孩子換尿布？”這個叫作口頭服務（lip service），就是口頭上會講話就是了。 

彼得說：“主啊，我永遠不會丟棄祢的，就算衆人否定祢，我都不會否定祢,

就算為祢死我都可以。”等到真擺到那裡的時候，馬上就嚇得連在使女面前都否認

主。他發咒起誓說，“我不認得這個人”。那個話很傷主的，你否認就否認了，還

發咒起誓說：“我不認得這個人”。我們人太不可靠了，要透過身體活出基督的生

命，實在是很大的挑戰。 

“道成肉身”，在肉身中彰顯 神的榮耀，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為什

麽我每一年進中國，雖然弟兄姊妹們都叫我 “于老師”，但是我每次都帶著學生的

態度進去學的。因為 神在中國，有很多很奇妙的作為。我從小在教會長大的，讀

過這麽多屬靈的書，《聖經》也讀過這麽多遍了，在教會講道講了這麽久了。可是

到了中國，才被 神帶到現場去學。因為我們中間有很多新來的，我再講一次我第

一次進中國的時候，神奇妙的作為，那次我真的是開了眼界了。 

1996 年，我第一次去中國，那時候還很緊張，我們坐船去鄉下的地方。都是

要深夜進去，然後清早趁別人還沒醒的時候就要出來。那天清早出來的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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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船開著、開著，就被海草給卡住了，結果整個船動彈不了。他們怎麽弄，怎

麽推，都出不來。我們四、五十個各地來的同工在那艘小船上，緊張得不得了。

那個負責送我們的同工(教會領袖)，他說：“弟兄們啊，我們要迫切禱告！”，我們

就一起同聲禱告，禱告說：“主啊，施恩啊；主啊，做事！”，不管我們怎麽禱告，

不管他們怎麽拖，船就是出不來。 

主這時候突然在我裡面有個要求：你站起來，奉耶穌基督的名叫這艘船動。

如果是你敢不敢叫？不敢叫。我說：“主，我可以開口禱告。”我說：“主耶穌啊，

求祢叫船動”。如果船再不動，那是主的事，不是我的事，對不對？我要是說奉耶

穌基督的名，叫這個船動，如果船還是不動的話，那我丟臉丟到哪裡去？我剛剛

才跟他們講完《約書亞記》，約書亞大有能力，叫日頭止住，月亮止住，然後我現

在叫船動，船卻不動！然後，我說：“主啊，我會不會聼錯了？”我這個人很怕出

錯，我也不喜歡假傳聖旨，我說：“主，萬一不是祢的，我叫出來，那多丟臉，然

後也丟祢的臉嘛。”可是，主就在裡面一直這樣要求。 

這樣的經歷，在我一生裡面有過幾次，例如買會所的時候也有類似的經歷，

那天主就是那麽清楚地要求，但我就是順服不了，後來天開始微亮了，遠處有人

開始來了。那個領袖急得說：“弟兄們，船再不動的話，我們要出事了。” 然後我

就跟 神討價還價，我說：“主啊，在這裡跟我進去的同工，有比我年長的。我們

家的家教是長幼有序，應該是他來叫，祢不要叫我嘛。” 主也不理。然後我說：“主，

那我禱告。” 主還是不理。 

那時候急到一個地步，我後來就真的靠著主的恩典，我說：“主，既然祢要這

麽作，我就順服祢。”我就站起來，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叫這個船動。” 才講

完的時候，那個船就 “嗊咚”，突然整個船就從海草裡面出來了。就是同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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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人都在感謝主的時候，我的眼淚流下來了，就像那天彼得說的：“我是個罪

人”。我從來不敢把這件事情當一件值得我驕傲的事講，因為我在海外講了這麽多

信心的道；聼了這麽多信心的道；也讀了這麽多信心的書，我自己也經歷過 神在

我身上很多的神蹟奇事，可是每次碰到環境的時候，人還是跟不上去。 

我第二年進去跟他們作見證的時候，那個教會領袖說：“原來是你啊，我就想

說一定有什麽原因，讓 神的禱告沒有通。”那我就認罪吧：他們心目中的于老師

就是信心不夠。要身體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是很難的，我可以在我心願裡面

說：“主啊，我相信祢無所不能，祢創造諸天，在祢是沒有難成的事情。”可是要

你真這樣奉主的名宣告的時候，你發現自己做不來。 

這是很特殊的例子，但我也勸你們不要隨便做這種事情，因為是很危險的。

二十多年前，奧克蘭有個韓國教會的女牧師，就是奉著主名幫人家趕鬼，用棍子

把人家活活打死了，因為鬼老是不出來。她覺得鬼該出來，所以就把人家打死了，

新聞都報得很大。所以，“道成肉身”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敗壞掌死權的魔鬼及其一切權勢 

第三個，耶穌藉著肉身敗壞掌死權的魔鬼和牠一切的權勢。希伯來書第二章

第十四節說：「兒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著

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啓示錄第一章第十八節說到：「我曾死過，

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這是耶穌在

肉身裡面勝過牠。 

耶穌在創世以前就與父在榮耀裡面，祂的榮耀、祂的權能足足廢掉撒

旦。但是祂寧可取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祂自己一路降卑，死在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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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然後祂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就好像一個王位，本來就要傳

給太子的。但是太子說：我現在願意放棄，大家像古代一樣公開來比賽文武，誰

得到冠冕，誰就登寶座。他願意把這個寶座放出來，等到他自己打敗天下英雄好

漢，重新登寶座的時候，大家心服口服。因為這個寶座是他自己掙（earn）來的。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到地上，祂凡事受過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聽説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每天練球的幾個小時之內，

要投上千個球，從各個角度投球，希望進球，他的投球率最多也不過就是百分之

五、六十，對不對？或是多少，我不太曉得。但對耶穌基督，祂不管投一千個，

一萬個，十萬個，一百萬個球，祂必須每一球都進，一球都不能不進 — 這是多

大的得勝！祂凡事受過試探，只是祂沒有犯罪。 

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講到：「死的毒鉤就是罪」 （林前 15:56）人為什麽會

死？因為人犯罪。你只要有罪，死亡就可以扣住你。你進到陰間，就是出不來。

但是耶穌基督沒有犯罪，祂在十字架上替我們贖罪，然後祂帶著完美的人

性、沒有犯罪的生命，為我們下到陰間，整個陰府想留祂、想拘禁祂，都拘

禁不了祂。祂穿過死亡，從死亡裡面出來。祂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

那天陰府的權勢，整個瓦解 — 祂從死亡裡面起來。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太大的

得勝！所以我們真的要很感謝主，祂不光救贖我們，替我們贖罪；而且祂把仇

敵的權勢都敗壞掉了，從而能夠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真是大

得勝！全得勝！ 

 

4． 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第四個，祂為我們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希伯來書第二章第十七節到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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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說：「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 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的

大祭司，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

探的人。」希伯來書第四章第十五節到十六節：「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

恤我們的軟弱」在 “軟弱” 的前面我應該加一個 “諸般”，因為 “軟弱” 在原文裡

面是用複數，所以有的中文翻譯就把它譯作 “我各式各樣的軟弱，祂都能夠體恤。”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

時的幫助。」很多版本把 “隨時的幫助” 譯作 “及時的幫助”。 

所以我們看見，主為什麼要成為人性？因為祂在人性的裡面來體會、來

體驗我們的軟弱 — 祂自己被試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多感謝 神

啊，祂非常能夠瞭解我們在試探中的軟弱、痛苦、無能、和無助。但是，祂

願意賜下應時的幫助，成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我們禱告的時候，只管

坦然無懼地來到祂面前，就連你剛剛失敗了，甚至你不久前才立志說再也不失敗，

可是你剛剛又失敗了……我們還是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祂能夠體

恤，能夠幫助，祂也能把我們所需要的恩典賜給我們。 

 

5． 成為救恩的元帥 

第五個，成為救恩的元帥。「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

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來 2:10）祂要率領眾子進榮耀裡去 （the captain of our salvation），這是 神的旨

意。 神整個的旨意是叫我們不僅得救，有一天還要把眾子帶到榮耀裡去。

今天， 神的兒子帶著肉身、帶著人性已經先進到榮耀裡去了。祂是我們的

先鋒（pioneer）、是我們的元帥（captain）、祂是我們的樣本，原來人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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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 神面前去了。祂原來是 神，來到人間，祂現在帶著人性為我們回到 神

面前去，讓我們知道這條路被祂打通了。 

聽說最近中國嫦娥三號軟登陸了。1969 年 7 月 20 日美國阿波羅十一號是第一

個帶著人登陸月球的，從此，我們就知道人是可以到月亮去的。同樣地，今天基

督為我們到了父的榮耀裡去，讓我們知道原來我們這些敗壞的人不僅得救，我們

還有得榮耀的盼望：有一天要被帶到榮耀裡去。所以，祂是我們救恩的元帥，

祂為我們開了這條路，祂帶給我們盼望，帶給我們把握；當我們行在這條路

上的時候，祂在這裡作元帥（captain）、作先鋒（pioneer）帶領我們；有一

天祂還要率領眾子進到榮耀裡去。這不僅是會完成的（doable）、是會成就

的，而且祂自己已經進去了。 

在我講我們在日常生活（daily life）裡面的使用之前，大家有沒有問題？我發

現講這種很複雜的題目，大家都沒問題。我剛剛在英文組講完以後問孩子們：“你

們有沒有問題？” 他們一個都沒問題。我說：“哇，我在大人這邊講異象、使命的

時候，大人還有很多問題。小朋友們照單全收！” 

對我們基督徒來說，剛才講的這五件事，有很多是基督獨立完成的。例如說：

祂是救恩的元帥，跟我們就無關；祂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也跟我們無關。那是

基督做的，祂凡事體諒、祂自己經過；甚至敗壞掌死權的魔鬼這件事情也完全是

基督做的。祂只是把得勝的權柄、得勝的地位、得勝的能力賜給我們，讓我

們來支取祂的得勝，有份於祂的得勝，能夠活出祂的得勝。但是，真正當初

的那場爭戰，那個得勝我們是無份的、完全是基督獨立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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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道成肉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我們現在來看 “道成肉身”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基本上我們就是回到最初

的兩個點 — 就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在肉身中彰顯 神的榮耀？在肉身中來順服、遵行 

神的旨意？換句話說，在這裡有兩件最重要的事情：一個要叫我們能夠活出主來，讓

我們的生活、事奉、各方面能夠像主自己；另一方面，是希望藉著我們， 神的旨意能

夠通行在我們的身上、在我們的中間；藉著我們，神的祝福能夠流通在我們周圍所接

觸的人、事、物裡面 — 這是講到 “道成肉身” 在我們身上的應用。 

當然，在那個看不見的境界裡，我們今天所有 “道成肉身” 的見證，通通都是

會累積起來，就是我們講的聖城新耶路撒冷也好，榮耀的教會也好，它都成為

那裡面的一部分，有一天都要叫仇敵和那報仇的，啞口無言 — 這是講到我們

所有的得勝。所以，講到我們要像主，要能夠活出主來，我提三件事情。 

 

1． 與主的關係上 

第一個，與主的關係上。要能夠像主，我們跟主的關係，一定要非常

非常地真實、活潑、越來越深入，要操練我們的心常常轉向主，瞻仰主，

接受聖靈在我們身上改變的工作和大能。這句話主要是根據哥林多後書第

三章第十六節和十八節，那裡說到：「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

除去了。我們衆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所以你要像主，就

要常常轉向主，你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除去了。我們什麽時候親近 神，

雅各書第四章第八節：「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讓我們可以敞著

臉見到主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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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話常說 “夫妻臉”，相處很多年以後，居然會長得有點像，不光是外

面的，也是裡面的：生命、性格、看法，可能很多地方都很像。但是，我們的

“像主” 遠遠超過 “夫妻臉”，因為那個還是從外面來的，“像主” 卻是從生命裡

面來的。當主的生命真的在我們裡面，我們跟主的關係真的親密的時候，

常常瞻仰主，親近祂，我們就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就變成主的形狀了。 

最近我們在英文組得到一個反饋（feedback），特別是 Thomas 小組的孩子

們，他們很多人都說《新人門訓》（ND）帶給他們很大的祝福。我們辦公室同

工，那天一起出去吃飯時，大家在講今年最感恩的事情，有好幾個同工也講到，

參加《新人門訓》，給他們帶來很大的祝福。 

我們聼了都很感動。但是在這些孩子們剛參加《新人門訓》的時候，有

些人回家不肯實行，不曉得我們中間一些回家沒有好好操練的大人，是不是也

是同樣的理由 — 他們說：“雖然題目不一樣，每一堂課講來講去都一樣，早

知道了。那個 “講來講去” 的意思就是 “換湯不換藥”，只是他們美國華裔後代

（ABC）不會說 “換湯不換藥” 就是了。那我想問他：“你還想要聼什麽？” 其

實本來講來講去都一樣，因為都回歸到耶穌基督的身上，都回歸到我們

跟祂的關係上，都回歸到到底我們生命被改變了沒有。 

整個門徒訓練本來就是為了這個，我們從不同角度講，不管從順服恩膏

的教訓講、從時間怎麽使用，還是從我們講過的其他很多題目：成為道成肉身

的見證人、建立穩定的靈修生活……，所有的題目繞來繞去，其實都是讓我們

生命被改變，跟基督有對的關係……，通通都跟基督發生關係。就像一顆鑽石，

你從所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可能帶來不同的色澤、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美麗，

可是它是同一顆鑽石。的確，我們講來講去就是基督，除了祂，我們還有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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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講的？ 

現在我們講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你說：“哎呀，于弟兄，

實行的路又是要跟主親近，那跟建立穩定靈修生活有什麽不一樣？” 其實是殊

途同歸，目的都是為了讓基督改變我們，改變我們的生命，改變我們的關係，

我們的生活自然就改變了。所以，講來講去我們一直都在學同樣的功課：跟主

有第一手真實、深入、活潑、親密的關係。講到我們的生命需要不斷地

被主改變，從屬土的變成屬天的；從屬血氣的變成屬靈的；從屬地的變

成屬主的、屬天的。弟兄姊妹， 神一直在我們身上改變。你不要問我說

這個道跟那個道有什麼不同，我現在要問的是到底我們生命改變了多

少？到底我們跟主的關係改變了多少？ 

所以，所有的操練都是幫助我們，像打釘子一樣，一錘、兩錘、三錘，

很少人一錘就可以把一個這麽長的釘子打進去的，總是一次、兩次、三次……。

我剛剛跟英文組那些孩子們講：“你們真的是很幸運（lucky），現在全世界最重

要的兩個語文 —英文、中文，你們都會。然後每一次聽道可以聼兩遍，一遍

中文（Chinese），一遍英文（English）。” 我也是用打釘子做例子，中文（Chinese）

一錘，英文（English）一錘，就進去了。弟兄姊妹，道要聽常聽，從不同角

度聽，然後達到的目的都是跟基督，跟 神的兒子，跟 神永遠的旨意發

生關係。所以，你我的生命被改變了，關係也被改變了，那麼，我們的

生活、事奉一定會改變。 

 

2． 生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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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講到生命上，“道成肉身” 的真諦和最大的考驗，就是『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就是捨己。『不再是我』的目的，是為了『乃是基督』；

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苦難，乃是基督；倒空不是目的，充滿才是目的；

拆毀不是目的，建造才是目的 — 這是 神一直工作的法則，是要把積極

的給我們。 

 

3． 使命上 

第三個，在使命上，有沒有人不知道我們「矽谷基督徒聚會」的使命是什

麽？答案就在提綱的最後。我們的使命就是：無論是個人、家庭或教會，

盼望都能夠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叫作異象。它能夠吸引我們，

並且控制我們一切的生活、事奉和言行。而這個異象、這個永遠的旨意講

到基督和教會。所以，基督和教會是我們的異象。我們的使命就是希望我們

個人、家庭、或教會，盼望都能夠成為耶穌基督的見證人。希望我們不要到死

了，都還在說這裡躺著一個人，盼望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希望我

們能夠有更多更多的人，真正能夠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所以在這裡提到兩件事情，就是我剛才說的——在肉身中彰顯 神的榮

耀，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活出基督來。第二個，在肉身中遵行 神的旨意，就是

希望我們能夠效法基督，能夠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把我們整個身體當作活祭

獻給祂，從而讓我們這一生，能夠活著為耶穌、像耶穌。 

所以，光是這兩件事，對我們就是很大的挑戰，在每一天的生活，每

一件事上，我們不妨停下來問自己：我到底最近活得像不像耶穌？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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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上我的反應、我的處理方式，我到底像不像耶穌？第二個問題就

是：它合乎 神的旨意嗎？能夠討 神喜悅嗎？ “道成肉身” 聼起來很高

深，但是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裡是非常實在的。 

    所以，第二個階段結束了。下一個階段，我們要開始講 “改變的關係”。大家有沒有任何

問題？ 

問題：怎麽知道我們所說的異象就是異象呢？ 

我剛才講過，什麽叫異象，我們怎麽知道我們所說的異象就真的是異象呢？當然很多人

對異象有不同的定義。有人說：我的異象是將來辦一個孤兒院；我的異象是希望將來去作宣教

士；我的異象是希望我將來去參加哪一個事工（ministry）。“異象” 比較廣義的定義，就是個

人的負擔、理想，或 神給他個人的託付。 

但是我把 “異象” 的定義弄得比較狹窄（narrow），更多地從《聖經》、從 神永遠的旨意

角度來看，所以，我們不敢說這個異象是我們的，因為那是《聖經》的；説是《聖經》的，其

實又是我們的。所以説它是保羅的，也是我們的；説它不是保羅的，也不是我們的。因為都不

是我們發起的，這不過是《聖經》上寫的， 神永遠的旨意是什麽？有一天聖靈開啟了我們，

我們就看到了。 

打一個比方，如果今天有人幫你買了一張很貴的歌劇院的票，但是不告訴你這個歌劇院

的主題是什麽，也不准你問，就帶你去了。你進了歌劇院以後，坐在裡面，你就看到整個大舞

台上有一個大的幕布（curtain），把它給遮住了，你完全不知道裡面是什麽，你也不知道今天

主題是什麽。等到時間到了，開始奏樂了以後，那個幕布（curtain）開始打開來以後你才發現：

哎呀，裡面設計得這麽漂亮！一打開來以後發現：原來是這樣的。就算人家已經先告訴你今天

帶你去看什麽劇，你可能聽説過，或是有一點了解（knowledge），但是跟你真正看見的，那還

是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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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聖經》說：聖靈把 神永遠的旨意向我們開啟了以後，就好像我們從前雖然

風聞、知道一點道理，但我們現在看到了，這個東西非常吸引我們；而且它會影響、

會控制我們一切生活、事奉和言行；這個異象一定產生不妥協的使命感；最重要的一

件事情，就是我們要為這個異象而活著，就是要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因為 神整個旨意集中在基督和教會的身上。基督已經作成了，祂回到父那裡去了。但

是基督的身體今天在教會，所以我們在這裡承受元首所有的祝福，彰顯祂所有的豐

富 — 這是今天教會在地上很重要的使命。 

我們一起唱《聖徒詩歌》第 278 首《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這是我父母親結婚的時

候，人家唱給他們聼，他們兩個也自己唱。他們結婚七十一周年的時候，我們還要他們唱，後

來母親被主接走了。我們從小就在家裡面跟著唱這條歌。 

我再岔開來，我從小羡慕彈琴，但家裡很窮，沒有機會學琴。甚至連人家到我們家來，

拿著吉他，那樣子好酷，我都好羡慕！有一次在我們家聚會，有一個姊妹彈完吉他後，放在旁

邊，我說：借我一下，然後我就故意把腳擧起來，把吉他抱在那裡，有姿勢、有樣子，但是

沒有 “道成肉身”。因為中間需要經過死而復活，需要經過 神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

你才能 “道成肉身”，不是你光有心願就可以的。它是一個過程（process），是 神工作

的一個過程。 

 

詩歌：《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但願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耶穌 

所有清潔、溫柔與甘甜。 

求祢用祢聖靈，前來煉我性情， 

直至耶穌的美麗從我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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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啊，這不僅僅是我們這一生的禱告，這也是我們在祢面前最要感恩的事情。祢不僅愛

我們，把我們從仇敵的手中救出來，讓我們從黑暗中歸向光明。主啊，祢更是把一個這麽榮耀

的使命和託付賜給了我們；祢不僅讓我們得著了永遠的生命，這個生命居然還要透過我們這個

敗壞的人、無用的人、這個屬土的瓦器，來彰顯出祢的榮耀和能力來。 

主啊，為了這一切我們獻上感謝，吸引我們，激勵我們，呼召我們，讓我們真是為了這

一個榮耀的身份和使命而活著。不管祢把我們擺到哪裡；不管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什麽；不管我

們在人生的哪一個臺階上，讓我們在各處能夠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主啊，祝福

我們，讓我們個人、家庭、教會都能《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讓我們能夠在肉身中，效法

祢的榜樣；在肉身中來彰顯祢的榮耀；也在肉身中來遵行父的旨意。謝謝主！保守我們衆人在

歲末進出的時候能夠平安，也讓我們跟家人相處的時候能夠越來越像耶穌；越來越流露耶穌；

也越來越把 神的旨意帶到我們個人、家庭和教會裡。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