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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我」系列第五讲 

主题：服事世人 

大卫‧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跟随我」系列讲座第五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 

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查考过这章经文。这章经文的主要重点是「使万民作门徒」。首先，

我们要复习一下之前讲过的内容。 「做门徒」的前三个要素是什么？我要请你记住，这些要素并没有先后次序。第一是「分享神的话」。

第二是「显明神的道」。第三是「教导神的话」。今天我们要探讨门徒训练的最后要素是「服事世人」。我们要服事世人。 

 

在我们读约翰福十七章之前，我要大家在心里想像一幅景象把以上几点连贯起来。我们已经观察作门徒的每一个层面，希望我们能明白，

这是要实行的，并且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实践在我们的生命中。 

 

在前面几集的节目中，我们已经谈论了关于要向那些神托付给我们的人，分享祂的话、显明祂的话并且教导神的话。就是要服事神放在我

们身边的这群人。这就是作门徒的意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实行。你不需要漂洋过海去训练人作门徒。造就门徒的工作不管在哪里作都

是一样的。 

 

赞美主！这正是门徒训练有效的地方。我在这里做的，和我在其他国家做的一样，都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而影响世界。这个使命原本就属于

我们。所以，我们好好学习吧。我要请你明白，我已经提过的这三个要素：分享祂的话、显明祂的话并且教导神的话－如何与最后「服事

世人」这部份联系起来，构成一幅全景，这过程称之为「作门徒」。我要请你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会从 17 节开始读到最后一节，基本

上我们要看的是，耶稣为门徒祷告结论的部份，特别是 17-19 节。然后我们要来了解这个祷告如何在成就信徒的生命中，在门徒中延续下

去，包括你和我。来看 17 节，耶稣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

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

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

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

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

里面。」 

  

这里是耶稣祷告的高峰。耶稣在祂的门徒当中以及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如今也再度做在其他人的生命中。我要你注意的是，你们在不同

经文中看到重复出现的句子。我要请你把焦点放在一个字上面，就是「世界」这个字。在这整章经文中你看到耶稣几乎说了二十次「世界」

这个字。甚至在最后这个部份，祂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请看 13 节，你可以把这些字圈起来，用方形或三角形，因为我们已经圈过好多

不同的字了。你可以用不同的形状来画，和其他画过的字区别一下。希望你们看到「世界」这个字就圈起来或者做个记号。请看 13 节，耶

稣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看到 14 节，说了三次，「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 15 节：「我不求你

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往下看 16 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16 节末了的「它」，在新约

圣经的希腊原文中是「世界」，所以 16 节提到了二次。到 18 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然后读到 21 节，它

说道：「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23 节：「我在他们里

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然后是第 25 节：「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 

 

我们看见「世界」这个词在这个祷告中再三被强调。耶稣在这个祷告的前面曾经说到，「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然而我们知道，

祂是为门徒祈求，让世人借着他们认识祂是谁，透过他们，世人会认识父神的爱。所以，很明显地，这里强调作门徒的一个终极目标，是

要使世人认识上帝的良善恩慈与怜悯。我想要做的是，要大家解开这最后一部份，关于作门徒的最终目的，它是最重要的，并且我要大家

从几个不同的层次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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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作门徒的目标： 

 第一点，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为着彼此的缘故分别为圣。我请你特别注意，耶稣在这个祷告的末了特别为祂的门徒所说的话。明显地，

有关使命的经文内容相当长。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很明显描绘一个使命性的图画，但是别搞错了！ 18

节像是三明治一样夹在二节谈论「成圣」的经文中间。 17 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接着祂在 18 节给了这精采的「使命性」宣言，

然后 19 节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这个成圣的概念就成了三明治把 18 节夹在当中。 

 

我在上一集节目中说到，我们如何借着真理成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意义。基本上，圣经告诉我们，使

某物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分别出来」，满足一个特别的呼召，一个特别的目的，或是某种事奉。所以，如果某一事物

为了那个目的被分别出来，就是分别为圣。在旧约中，，你看到出埃及记 28~29 章记载亚伦和他的众子如何被分别为圣。在旧约有时是用

「奉献」这个字；为了专门服事神而分别出来作祭司。你经常看见这样的经文。许多人为了事奉神特别被拣选献上。所以，「分别为圣」

就是为了完成某些目的而被拣选做特定的事奉。 

 

那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成圣或圣洁是圣经中最常被用来描写为了特定目的而分别出来，被选派从事特定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时常把圣

洁和成圣解释成，为了避开某些特定的事不做而分别出来。如果你是圣洁的，你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于是乎我们把圣洁与成圣定义为：

不做错误的事情。只要不去做那些在我们文化中所谓罪大恶极的事，你就是圣洁的。 

 

因此，我不禁怀疑，难道教会是一群以禁戒罪恶而著称的团体吗？教会怎么会把成圣的定义，建立在我们所不做的事，而不是我们所做的

事情上呢？我不认为这是圣经所描绘的成圣观。圣经所描绘的生命并不是要我们活出一种避免所有罪恶不做的生命。在耶稣的祷告中不存

在这种思维。的确，祂是说了：他们不属世界，但是祂说了他们却在世上，然而我们成圣不是为了避开某些事情。我们成圣是为了要做一

些事情，特别为事奉神奉献自己，专门服事神的使命。这就是耶稣在此处所说的，「我自己分别为圣。」这不是耶稣使祂自己更纯洁或更

圣洁。这不是祂要说的，祂全然圣洁，祂是上帝的儿子，在祂完全无罪。那么祂如何使自己成圣呢？祂所说的是：祂继续把自己奉献在天

父赐给祂的使命上。为了这个使命祂特别地献上自己。当我们思想「成圣」的时候，我要大家了解，这不是避开自己不做某些事情，而是

献上我们自己去做某些事。那么，我们要献上自己做什么呢？ 

 

为了改变其他人，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委身成为门徒。我们为了特殊目标而分别出来，奉献自己。那就是成圣的涵义。什么是我们的目标

呢？我们在整章经文中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在所有的福音书中我们都看到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从头到

尾贯穿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应该借着重塑基督的形象来彰显神的荣耀，这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是上帝对我们这些

相信祂的人的旨意。我们是为此特别奉献，为了这目的分别出来的。但是听听耶稣说什么，祂在 19 节说到祂为了谁自己分别为圣呢？ 「我

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所以耶稣是说「我将自己分别为圣来服事天父所给我的使命，叫他们也能成圣。」祂为了建造这些门徒的关系，献上祂自己好叫他们也能

成圣。这里第 19 节开头「为他们」这个字，在旧约希腊文不同译版本的词是指赎罪祭用的祭物。在献赎罪祭的时代，动物为了人类，代表

人类被献为祭。那是耶稣要说的。他说「我们因父神的使命，为别人的缘故献上了自己。」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做门徒的理由。这个使

命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摆在优先的位置，我们作门徒是为了别人的缘故。 

 

我非常相信有一个危险的观念使我们忽视作门徒这件事。长久以来在教会中有一个观念，认为：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教会的目的。我不相信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教会的目的应该是装备我们去帮助别人在基督里

成长。因为如果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我们是为了那些迷失在世界中的人而活。我们是为他们而活。我们必须抓住这个的事实。并不只是关于你和我，而是关乎那些正在永恒边

缘挣扎的人，而且他们的结局如何，就看我们如何传扬已经托付给我们的福音，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为造就门徒的目标献上自己，好叫别

人的生命能够转化。 

 

第二，我们也在造就门徒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当你看到第 19 节，你会看到耶稣自己分别为圣，让门徒也分别为圣的图画。无论已经是「已

经出师的门徒」或是正在学习作门徒的人都要分别为圣。这就是作门徒的过程。耶稣自己分别为圣，门徒也因真理成圣，这两件事并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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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现在我们明白作门徒的整个过程：为别人的缘故而活，与别人分享神的道，彰显神的道，教导神的道。事实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

加圣洁、更分别出来服事神。有没有可能上帝要我们在门徒训练的过程中，使每一个人成为圣洁？我越来越相信，一旦我们的生命离开作

门徒的这个命令，我们就会成为生命晦暗无光，却洋洋自得的人，因为我们就只能到达这个地步。 

 

我深信除非我们开始复兴，并且负起与人分享神的道、彰显神的道以及教导神的道的责任，否则每个人都会被局限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

我认为这证据在教会中处处可见。 

 

由于我们忽视这个使命，忽视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觉得不必认识福音，不需要展现福音，我们也不须要教导福音。但是当我们委身于这个

使命的时候，将会彻底改变我们与基督同行的道路。我收过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位教会的弟兄写来的。他说他已经开始和朋友分享福音了。 

 

这个人在信上说到，他看见自己的信仰快速地成长。由于他负起了作门徒的责任，与他的朋友分享基督，他身边的人看到他与基督同行。

他明白了，「嘿，我应该抓住神的话。我应该搞懂这个和那个，好照着去行。」他与基督的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正是为别

人而活。如果我们想要等灵命成长到某个地步才要去实践这些真理，那我们就弄错了门徒造就的重点了。 

 

如果非要等我们达到那个地步，才肯去做的话，我们永远也达不到。我们剩下的基督徒生涯会受到限制。我们很可能会为了追求圣洁而往

下滑行，我们会顺利地避开一些事情，却永远没有委身于这个使命。所以，当神兴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做。不是等我们达到达

到那个境界才开始去做。 

 

我曾经在一份青年人的刊物上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是谈到，我们不应该告诉学生去作门徒，因为学生还没有预备好作门徒。他们

的灵命还不成熟。可是我要你了解的是，我的教会有一群学生，他们已经在过作门徒的生活。这群学生完全揭露这篇文章的错谬。 

 

我希望你有机会可以听一听这些学生的生命见证。那篇文章的作者与其他持相同论调的人所想的一样。他们所遗漏的事实是：当学生们开

始兴起的时候，他们负起在学校里分享真理的责任，在学校里面彰显真理。这就是基督展现出来的性情，向他们的朋友教导真理一如他们

在运动团队和他们的同班同学当中所做的。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就来到了新高点，而且与这个使命永远分不开。现在这些事

情已经发生在学生的身上，那么我们呢？在门徒造就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美妙的地方在于，当我们舍去生命，我们就得到生

命。这听来就像新约教导我们的内容，不是吗？ 

 

腓利门书 1:6，说明了这个真理，「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除非你开始分享福音，否

则你不会了解福音。 

 我在上一集的节目中讲过，我们越教导神的道，我们对神的道认识越多。教导神的道与认识神的道是同时并进的事。我们要为彼此的缘故

分别为圣。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上帝为了我们周遭的人，帮助我们活出信仰。我们也要为其他人

的缘故成圣。 

 

其次，为了世人的缘故，我们是仆人。我要请你来看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在这章中处处可见，就是关于耶稣受天父的差遣。 

 很明显的，18 节是插进来的，「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然后你们往下读 21 节，耶稣再次重复，「使他们都合而

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然后 23 节，祂又说了一遍「使他们完完全全

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在 25 节祂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 

 

这是约翰福音中处处可见的景象，说到耶稣带着一个使命被差遣到世界上。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把祂独生的儿子

赐给我们。紧接着约 3:17 说：「因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拯救。」这是神为何要差遣耶稣。耶稣

肩负着拯救世人的任务被差遣。祂在马可福音 10:45 总结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

赎价。」耶稣从天父那里被差遣来服事门徒，这就是祂的使命。就在前几章经文中，我们看到耶稣跪下来为门徒洗脚而遵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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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这位世人的救主，门徒们的拉比，他们的老师即将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神跪了下来，开始清洗门徒们肮脏的脚。这群门徒

曾经好多次看过耶稣服事众人的方式，他们看过耶稣付出生命的方式。门徒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却认为不重要。耶稣接纳穷人，用

他们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看待属灵的事情。那就是耶稣的目的。耶稣被差遣来作仆人。 18 节说的真好，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

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天父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执行的任务，其实是跟你我有关系的！ 

 首先，耶稣把我们和他的使命连在一起。我们要参与耶稣的使命。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在本章经文中耶稣再

三地把门徒们和他自己连系起来。回头来看 14 节，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

一样。」16 节他说到，「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和耶稣是在同一条船上。读完 21 到 23 节，你就会看到一个完整的

图画。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祂里面。所有基督在世上接受的以及受到的对待，我们同样会受到。我们和祂的使命息息相关。 

 

有意思的是，18 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差」这个字的名词就是为「使徒」，意思是派遣某人。在新约中我

们可以看见几个不同的方式到提到「使徒」这个词。很明显地，「使徒」的第一个意思是指亲眼见过耶稣的见证人，也就是十二使徒。这

些人是基督的证人。总地来说，新约中这个字也意指其他信徒被差遣出去。我们以代表的身分被差派，参与在基督的使命当中。 

 

请你们保留这里的经文，和我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我请你把几个地方圈起来，在这些地方你们会看见耶稣用同样的词把门徒和祂联

系起来。当他设立门徒时候，我要你们听祂在 14 节所说的，我们要从 13 节开始读。请看马可福音第三章 13 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

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常和自己同在，也要」作什么呢？ 「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他们是指十二门徒，是被耶稣设立的。他们被设立是为了被差派出去。 

 

接着请翻到路加福音第 9 章。我们要观察路加福音第 9 章，我要你看耶稣做的事。耶稣和这些人周游四方，以祂的生活方式向他们显明这

个使命的面貌。你看路加福音 9:1，注意耶稣所做的事。他把门徒们叫到面前，「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

鬼，医治各样的病。」 

 

在这里他照着祂曾说过要做的，差遣他们出去。然后翻到约翰福音第 20 章，我要请你看 21 节。这是在耶稣受难之后，从坟墓里复活，向

祂的门徒们说话。祂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 20:21，祂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21 节祂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

遣你们。」 

 

所以这个景像就是，这些门徒所参与的使命，就是耶稣自己所参与的使命。约翰福音 3:16 节在此处成为活生生的事实，「神爱世人，甚至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是否爱世人甚至他要差派你我呢？我们是参与在基督这独特的使命了。我们像祂一样有着同样的目的。这

是一个比为五斗米折腰或是得到更大的房子或车子而活更棒的目的。这是个超棒的目标。这个使命是耶稣所努力从事的，而且我们也参与

其中。他不仅让我们参与这个使命，还有比这更棒的事。 

 

其次，为了祂的使命，祂给我们能力。你们看这所有的经文，路加福音第 9 章，当他差遣这些人出去时，祂说，「我给你们权柄赶鬼，我

给你们权柄赶出邪灵。」在路加福音第 10 章他们作到了。你们研读这段经文，并且你们当中有些人将会在你们的小组中做同样的事。路加

福音第 10 章－他们出去，然后他们看见鬼从人们身上被赶出出去，他们看见百姓得了医治，然后他们回来，然后他们说，「主啊，你说的

没错。」好酷啊。祢给我们能力去做这个。这不只是耶稣要做而已。他们看见了耶稣升天之后将会发生的事，然后圣灵将为这使命赐给他

们能力。祂说，「你们有我的权柄，我全然的帮助。为要完成这个使命，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主给他们能力去做。耶稣不仅为如何

完成这个使命给他们做榜样，他给他们能力。 

 

第三，耶稣把我们联合在这个使命中。这个祈求占据了耶稣的祷告的最后篇幅，「使他们合而为一。」光凭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教会何等

需要合一。然而这里指出，为了合一，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 17 章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耶稣并不是为了某些图谋而祈求，

好制造出我们能创造的合一。他要说的是，当神的百姓努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时，他们就会合一。是不是我们虽然在一个教会里，可

以做一切事情，比方推动合一，同时尝试制造合一呢？是不是当我们把生命降服在作门徒使命上的时候，我们自然没有闲工夫彼此攻击，

因为我们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着迷失与正在灭亡的世界而争战？ 

  

是不是只要当使命在教会中妥协的时候，合一就会在教会中妥协呢？假如我们努力实践使命，就有合一这项副产品吗？主把我们联合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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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命中。这正是我们所做的，耶稣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完成祂的旨意。如今那就是耶稣与祂的门徒所做的事。他叫他们参与在祂的使命中，

祂给他们能力并且又使他们合一。 

 

我要请你想一想：我们以实践这个命令的方式来作门徒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整个想法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委身在作门徒的目标上，根据

这过程来改变自己。有没有可能，上帝要我们与那些祂托负给我们的百姓一同服事世人呢？是否有可能，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我们不

只是要去服事世人。我们反而是要去装备别人，好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去服事世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福音个果效就无法透过我们

而倍增。我们与那些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百姓联合。我们怎能与他们一起服事呢？我们不是在课堂上教导他们神的真理，我们乃是利

用各样机会与他们一起服事，并且给他们能力去服事。我们要使他们能够服事。我们帮助他们服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自己成为一个

团契，那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匹敌的。 

 

当我在准备这个讲座的时候，有一幅景象一直在我心中出现，你已经听我说到有关纽奥良法语区的事工。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用「作

门徒」的心态去传福音。我还邀请二位朋友跟我一起去。当我离开法语区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了「作门徒」的意义。他们很热心，他们

开始看到那里的需要。所以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做，还做的挺久的，我把我所学到所有事情都用在法语区的事工上面，而且在我开始那里的

事工之后没有多久，我就了解我必须往上爬，好让这二位朋友也保持前进。 

 

我自己的改变确实影响那二个人，他们现在快要超越我了。这个过程确实起了作用。我尽了全力，他们即将超越我了。奇妙的是，他们开

始带领这个事工了。他们开始倾注他们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当我在一个门徒造就的研讨会上讲课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他带领一些街友，

来到这个研习会，学习作门徒。这个景象开始复制了，曾经和我一起去服事的其中一位朋友，他现在正为无家可归的街友组织一个完整的

家，让他们从纽奥良得到帮助，并且让他们的人生能继续往前走，处理上瘾的问题，以及所有的困难，并教他们认识福音。 

 

这个方法是很管用的！为了我们的转变，上帝的确让我们去倚靠别人，让我们用前所未见的方式彰显祂的荣耀。这正是它管用的美妙之处。

在使命中我们彼此加添力量。如今，在这一点上我们明白了，这是不会教堂内，或是几个钟头内发生的事。 

 

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必须问的问题。这问题就是：我们是在「训练」还是在「消毒」？我们是在「训练」

还是在「消毒」？你八成在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消毒」是把一个基督徒隔离在一个安全的属灵储藏室，就是所谓

的「教堂」，然后教他作好人。而这件事能不能成功，就看我们的教堂能容纳多少人在里面。 

 

我读过一篇知名教会领袖写的文章，他说到身为牧师你应该有伟大的梦想。想像有上千人涌入你的教会，并且为这梦想来计画一番。于是

我们投入所有的资源与精力在这个梦想当中。我们把人带进教会，并且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人行善。我们做跟世人不一样的事。我们要圣洁，

要有区别，对吧？如果情况是那样的话，如果教会就是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弄清楚我们在制造什么？这个结果非常清楚。 

 

第一，教会信徒的形象良好，却对世界影响小。你可能认为这样可能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我相信这一点是根据事实的证明：今天在我们的

文化中，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力比他们信主之前还少。我们把自己隔离在这个有保障的建筑物里头，在那里世界就是我们两眼所

见这么大，而我们所有的精力集中在这里所要进行的事情，结果就是：我们从周遭世界的属灵的「迷失」中隔离了，以至福音在我们社区

的影响力是在「小与没有」之间。 

 不仅是我们成了优良公民、对世界的影响有限，其次更是，不顺服神叫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命令。我们抱着伟大的「大使命」坐在教堂

的高墙内，但是却完全忽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结果反倒是对于要把福音传给万民的大使命的不顺服！ 

 

我们出身名门，家庭好、工作高尚，是受人尊静的好公民，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尽心竭力地委身在神要使

万民作门徒的目标当中。或许我们最大的悲剧并不是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对世界影响力太小，以及不顺服大使命的命令。我认为最大的

悲剧是浪费生命。因为还有上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神的名字，所以，我认为成为受人欢迎的牧师、有伟大的梦想、有数千人的

大教会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什么是作门徒？作门徒不是把一个基督徒隔离在一个安全的属灵储藏室，也就是教堂里面，然后教他作个好人。作门徒会为别人的

缘故，鞭策一个基督徒进入世界，用他的生命冒险。那就是圣洁。委身为目标而努力，那是对教会一个积极而不同的看法，因为如今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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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看有多少人来聚会。教会乃是要看有多少人成为门徒，并且进入世界，为基督的荣耀去影响万国。 

 

教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开始。结果就是，首先，基督的门徒对世界性的影响力。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不只是在周间的几个钟头里，靠着一

位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的。它将会随着传福音的人进入世界，在社区中分享神的道，彰显神的道，教导神的道，同时

服事世人，而且在许多地方发生。第二，顺服神的命令去接触整个世界。当我们献身给这个使命的时候，神会在万国中为祂的荣耀而赐下

祝福。神已经应许，会为了祂的荣耀而赐下祝福。 

 

如果我们相信的这个真理并不真实，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摔的很难看吗？我相信神在我们的委身中被尊崇。神已经应许要赐下祝福。

顺服神的命令去接触整个世界，结果不是浪费生命，乃是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当一个地方教会的信徒与全世界信徒结合，结果会怎么样呢？我所使用的教材，其他国家的信徒也在使用。所有人都为了基督的荣耀，努

力训练门徒，把福音传到万国。这就是新约教会。这才是「作门徒」。 

 

我要大家来看最后的部份：我们为彼此的缘故分别为圣，我们为世人的缘故作仆人。第三，我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拯救。如同这个祷告

的总结，耶稣开始讲到祂是何等盼望祂的门徒与祂同在，以至看见祂的荣耀、认识祂的荣耀。 22 节说到这个伟大的宣告，「你所赐给我的

荣耀，我已赐给他们」 

 

好，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被拯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你们想一想。首先，我们以祂的荣耀为乐。祂已经将祂的荣耀赐给我们。什么是

祂的荣耀呢？就是祂的属性。是祂的位格，祂的能力，祂的慈爱。在这章经文后面耶稣讲到天父对祂的爱如何，也同样在我们身上。这不

是一幅非常精彩的图画吗？在三位一体中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所经验的爱，也是你我所认识并且经历的爱，这爱在我们当中，以至我

们同享祂的荣耀。 

 

第二，我们显明祂的荣耀。父与子在我们里面完全合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叫世人认识神的美善，整个目的是为了世界福音化，好叫世人能够

认识福音和真道。我们彰显基督；我们借著作门徒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同享祂的荣耀，我们彰显基督的荣耀。 

 

第三，我们会看见祂的荣耀。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

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成圣」在整个事情中是最重要的。成圣这件事之所以最重要，并不只是有朝一日我们将脱离罪恶以及所有的错

误。 「成圣」更是在那一日特别重要，就是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启 7:9-10）整个成圣的目标不是我们的完美与圣洁。这

目标乃是现在所有俯伏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的人，多的无法数算，就是那些凡是敬拜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会同享

这荣耀直到永远。在整个永恒当中我们的脸上都要彰显这个荣耀。那就是成圣 最重要之处。 

 

作门徒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世上充满了对上帝荣耀的认识，就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影响全世界，这是整个使命的目标。 

 

现在要怎做什么呢?有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第一，我要鼓励并挑战你们，让基督兴起你来服事。让神使你们能够服事别人，为别人的缘

故得到满足。但是，不要只是这样，你还要兴起别人起来服事。大家一起，我们在门徒训练上一起同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