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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造的人  

讀經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

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祂也是教會全

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

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裏面居住。」（西一9-10、18-19）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

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

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

夫，這在主裏面是相宜的。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他

們。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作父親

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你

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

主。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因你們

知道從主那裏必得着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三3-4、

10-11、18-24） 

 

「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之間，

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

站立得穩。」（四12） 

禱告 

主啊，當我們來到祢面前的時候，我們實在為着祢給我們的恩典感謝祢。

主啊，我們永遠不可能完全明白祢給我們的愛。主啊，祢在我們身上的期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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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也是遠非我們能明白的，祢要叫祢的榮耀在我們身上照射出來。所以

今天下午我們謙卑來到祢的面前，我們知道祢有話對我們說。主啊，請說，

僕人敬聽。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弟兄姊妹，昨天我們交通歌羅西書。這封書信很短，只有四章，惟因時

間的限制，和我們有限的領會，不足以充分解釋這一封書信，所以懇求弟

兄姊妹回家以後，自己好好讀這卷書。或許我們分享給大家的幾點，能幫

助你們明白使徒保羅和主自己在這卷書信裏所要告訴我們的。 

昨天我們交通到，保羅一開始就說明白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在

我們明白了福音之後，必須要立刻認識神的旨意。若我們不認識神的旨意，

那麼在我們屬靈的智慧上，就有一個極大的缺陷，在我們屬靈的悟性上也

會有一個極大的空缺。不僅如此，我們也不可能行事為人對得起主，不可

能討祂的喜悅，不可能在我們的工作上結果子，也不可能讓我們真正認識

祂。同時，即便我們願意與主一同忍耐，也不可能在忍耐中有喜樂。所以，

滿心認識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 

昨天我們也從第一章交通到，神的旨意是在祂的愛子耶穌基督裏：在基

督和祂的創造當中，在基督和祂的教會當中，祂的教會也必須是照着祂的

一個新人。我們感謝主，耶穌基督被稱為從死裏首先復生的，這使祂直接

與我們相連。藉着祂的復活，我們得以稱義；因着祂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

祂引導我們與祂同死，與祂同埋葬，並且與祂同復活。現在我們可以靠着

這個新生命來行事為人。最後，祂要引導我們進入榮耀。所以我們感謝主，

祂對我們每個人的期望遠超過我們所能明白的。 

榮耀的盼望 

基督使我們與神和好，最終目的是要得到榮耀的教會 

然後在第一章快結尾說到：基督在你們裏面是榮耀的盼望。在這裏，主

實際上告訴我們，祂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與神和好，乃是藉着祂的死。

並且祂有一個非常積極的目的，是要把我們引到神的面前，聖潔、沒有瑕

疵、無可責備。祂的意思，用以弗所書第五章的話來說，就是要得着那榮

耀的教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主使我們藉着

祂的死與祂自己和好，祂的目標為着你和我是非常的高，乃是榮耀，不是

別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榮耀是屬於神的。但是，當神看見會幕被建造起來，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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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照着祂自己，祂是那樣地喜悅，祂的榮耀就顯在會幕中。當祂的兒子

耶穌基督來到變化山上的時候，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從其中有聲音

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是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親愛的弟兄姊妹，

甚麼是榮耀呢？榮耀乃是神同在的彰顯，當祂的心滿足的時候。因此當祂

看見祂的愛子，祂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人就看見祂的榮耀。 

榮耀怎樣和我們發生關連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我們與這個榮耀有甚麼關連

呢？弟兄姊妹，當主耶穌基督的生命成為你我的生命；當我們照着這個生

命活，當我們的生活表現出這個生命，神的心就得着滿足，祂說，這些人

就像我的兒子一樣。 

感謝神，在羅馬書第八章裏說，我們要模成祂兒子的形像。當這件事發

生的時候，聖經告訴我們，祂的愛子就在弟兄中成為長子（羅八29）。所

以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榮耀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就是主耶穌的生命成

了你和我的生命，我們照着這個生命來生活，來行事、為人、事奉。不僅

我們讓別人看見我們是這樣，並且主也看見，祂的心就得着滿足，那就是

祂的榮耀。這就是我們怎樣關連到這榮耀。 

關鍵在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感謝主，使徒保羅有這樣的負擔，所以在這書信裏，他一再說到「榮耀」

這個字。在第三章，他說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了，現在我們的生命藏在神

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當祂顯現的時候，我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

耀中。感謝主，那是我們的盼望。 

但是更奇妙的是，在我們達到那個結局之前的過程中，基督的生命已經

在我們裏面，我們靠這生命生活。有時候我們的確有掙扎，有時候我們的

己生命的確是那樣的頑強，但是保羅一再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與基督一同

死了。在聖經裏從來沒有要求我們自己去死，我們乃是要與基督同死。如

果祂不是我們的生命，我們與祂同死就毫無意義。但是感謝主，祂是我們

的生命。 

基督死而復活是神永遠的意念，為了我們的救恩和榮耀 

弟兄姊妹，當我們思想祂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有個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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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觀念，認為祂來到地上，祂死了，然後就從死裏復活。好像這整個

事情是偶然發生，事後才解決的事。弟兄姊妹，不是這樣的。神的愛子死

而復活是從一開始神就有的意念。實際上，啟示錄十三章八節說到「創世

以來被殺之羔羊生命冊」，意思是說，這個羔羊是在創立世界的時候就已

經被殺了。所以基督的死並且從死裏復活是從最開始，從太初就有的，神

永遠的意念，是為着你和我的救恩和榮耀。這是極大的事情。 

這在實際上怎樣成就的呢？現在我們的主已經為我們死而復活了。今天

我們中間許多人都受了浸。當我們受浸的時候，我們是甘心情願的，實際

的意義就是我們與祂同死，與祂同埋葬，是我們甘心情願的。然後我們從

水裏上來，就行走在生命的新樣式中，藉着祂復活的能力。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照着基督徹底更新 

弟兄姊妹，在第三章，保羅往前說到這件事情如何成就，他提到新人這

個意念。當他講到新人的時候，關鍵的字眼乃是「更新」。他講到把舊人

和舊人的行為脫去，也講到穿上新人。但是在這中間，他用了「更新」這

個詞。新人是在知識上更新，正如造他的主的形像。這是第三章十節說的，

所以新人的關鍵乃是更新。這個更新乃是照着造他的主的形像更新的。第

一章十五節已經講到，那位造我們的主，祂的形像就是基督；所以新人的

更新是照着基督的形像。 

這裏說知識上更新，意思是我們的悟性被更新了。從前我是一個舊人，

現在是一個新人。這裏有甚麼改變？就是我們對事情的領悟和看法不同了。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改變，也是一個徹底的改變。就好像新酒必須裝在新皮

袋裏而不能裝在舊皮袋裏，是一個完全的改變。 

這個基本的改變講到從前我是照着我自己，現在乃是完全照着祂，就是

照着基督。我的舊人乃是屬地的，而這個新人是照着基督，基督是屬天的。

我是屬土的，而祂是屬靈的，基督是屬靈的。這是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說

的。在屬天和屬地之間有極大的區別，在屬靈和屬土之間有極大的差異，

基督是絕對和我們不同的。 

想法上根本的改變 

這個新人的更新，用以弗所書裏的話是說我們的心志更新（弗四23）。

心志原文是心思的靈（the spirit of your mind），意思是在我們的心思中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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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心思。心志改變，意思是我們現在的想法根本上不同了。過去我第一

個想到的是自己，想到我、我，和我的；但是現在我要顧到我的弟兄。是

的，這是我們心思上根本的改變。我們以前需要說服自己來考慮到旁邊的

弟兄，現在感謝主，主耶穌基督在我們裏面，立刻有反應，第一個反應是

為着旁邊的弟兄。這是心意更新的改變。以弗所書裏面講到的更新，也是

歌羅西書說到的更新。 

在中文的翻譯裏面，講到漸漸更新。弟兄姊妹，我們要小心地來明白它

的意義。「漸漸」並不是說，我現在要成為新人，要有更新的意念；到了

晚上，我又回到我舊人的意念。明天事情發生了，若是對我方便，我就回

到我舊人的意念裏。到了年尾的時候，我可能比以前好一點，新一點。不

是這個意思。這不是我們心思的靈更新的過程。 

實際在生活中越過障礙 

我想這個漸漸的意義是這樣的，在我們生活中遇見許多挑戰。舉個例子：

每天我在家裏見到我哥哥，他常常惹我。到了下午我看見我媽媽，她總是

叫我做這做那。到了晚上，我看見我爸爸，他不讓我上網玩電腦遊戲。那

麼我怎麼辦呢？ 

我想應該這樣，弟兄姊妹，藉着主的恩典，藉着這新的心志，我們就跨

過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跨過去。我不再恨我的兄弟；我也不再跟我媽說：

媽，你太嚕嗦了。到了晚上，我爸說不要一直玩電腦遊戲到晚上兩點；我

就說：爸爸，是的。不僅如此，晚上我要睡覺的時候，我禱告說：主啊，

我感謝祢，祢幫助我越過了這些障礙；這對我是非常難，但是主，我感謝

祢，祢已經改變了我心思的靈，我現在是一個新人了，祢是我的生命。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事。這是不是很容易呢？不容易。

但是藉着主的恩典，你可以做到，我也可以做到。因為祂讓這些事情發生

的本意，就是要叫我們越過這些障礙。祂要我們成為新人，在我們的認識

上更新，照着基督。所以感謝主，這真正是我們的救恩。 

沒有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分別 

然後保羅繼續說到新人。他說，在新人裏面沒有受割禮和不受割禮的分

別，也沒有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分別，沒有化外人和受教育有文化的人的區

別，沒有社會地位的區別。弟兄姊妹，這對我們要進入其中是非常不容易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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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想我們生下來多少都會有歧視。從一開始的時侯，我們就說我和你

不同。當我們長大，在我們裏面有偏見，有歧視。但是現在這新人進來了，

新的心思進來，這位基督進到我們裏面來了，祂不喜歡這個，祂不喜歡我

們的歧視，祂不喜歡我們照着歧視來做事，祂甚至不喜悅我們這樣來思想。 

這對我們要看見不容易，要我們這樣來思想也不容易；但是，除非我們

願意朝着這個方向去，祂的心不會得着滿足。那麼對你或者我，都沒有榮

耀可言，對我們的聚集也沒有榮耀可言。所以保羅說，我們是合一的，沒

有分別。我們為這個感謝主。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然後他說，在新人裏，基督必須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內。基督是一切是

甚麼意思呢？基督乃是所有的豐滿，乃是一切新人所靠着來生活的，也是

所有新人心裏所嚮往的。這是基督，我們在祂裏面一無所缺。 

不僅如此，祂成為我裏面一切的權柄。祂是我的權柄，祂是我的頭，祂

是我的方向。祂喜歡的就應該是我喜歡的，祂感覺的應該是我感覺的。弟

兄姊妹，不僅對個人，特別是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無論是在家裏，或

者是在教會中與弟兄姊妹們在一起，祂的想法應該是我們的想法，祂的願

望應該是我們的願望，祂的目的應該是我們的目的，祂的感覺也應該成為

我們的感覺。這乃是基督是一切的意義。 

並且又說，基督在一切之內。在一切之內中文翻譯作在各人之內，這是

非常好的翻譯。因此，親愛的弟兄姊妹，基督必須在我們每個人裏面；不

僅在裏面，而且我們必須要讓祂在裏面有自由。我們不能跟祂說：主啊，

今天我心裏面有太多的事情，好不好請祢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不要管我；

等我先跟我的太太辦交涉，解決這些問題，然後我們再到祢面前來。親愛

的弟兄姊妹，不能這樣，當基督在你在我的裏面，祂必須在我們裏面有絕

對的自由。弟兄姊妹，這又是不容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祂的生命在你

和我的裏面，我們能這樣做。當基督在地上的時候，每個父的意念祂都跟

從。沒有一件事祂父親不願意說的，祂說了。每一件祂父親要做的事情，

祂都做了。祂的父怎樣判斷，祂就怎樣判斷。祂沒有自己的時刻。父所安

排的時刻，就是祂的時刻。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順服的生命現在在你裏

面，在我裏面。 

弟兄姊妹，你有沒有讓主在你裏面有自由呢？或者我們跟主說：主啊，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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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祢留在那邊，讓我們先解決問題再來找祢？ 

同樣的字，另外一個意義是在一切之內：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這個意義應用在我們的家庭中，也應用在當我們的聚會的時候。親愛的弟

兄姊妹，當我們看見祂在我們中間，那是何等奇妙的事。祂不僅在我們每

個人的裏面，祂實際上就在我們中間。弟兄姊妹，這是為甚麼別人來到我

們中間，他們會說神與你們同在。有些人到這裏來，他們就不願意離開。

為甚麼有些人來到這裏，他們可能說：我很忙，要去別的地方；但是他們

卻把孩子留在這裏？唯一的原因，乃是因着基督在這裏。 

祂開始，祂背負，祂完成 

所以我們感謝主。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祂沒有開始，如果祂沒有給我

們需要的能力和引導來這樣行，我們決不會相信這是可能的。但是，這是

祂開始的，是祂引導我們走過的，並且也是祂要做完的。當我們在第一章

裏提到祂是創造的主，那裏說一切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都是祂創造的；

是在祂裏面，藉着祂，並且為着祂造的。所以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這

件事，乃是祂自己起始的。雖然有艱難，雖然我們必須忍耐，但是祂要背

負着我們走過，並且祂要帶我們到終點。今天早上我們的弟兄告訴我們，

以弗所書裏說到當日期滿足的時候，天上地上的一切事物都要在基督裏面

同歸於一；雖然那是在將來，在永世，但是在今天我們可以一同經歷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可以嚐到一點將來的榮耀。弟兄姊妹，這就是那

新人。 

當我們說服事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對我們而言非常實際的就是，基督在

我們中間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我們服事神的旨意，首先必須相信這一

點，必須要讓這件事發生。我們感謝主。 

新人的品格 

在這之後，保羅給我們看到為了新人過新的生活，他裏面具備了一些特

點，這是在第三章十二至十四節。那裏講到一些非常美好的品格，非常奇

妙的特點。我們看這些特點，發現在馬太福音第五章和加拉太書第五章已

經記載了。在馬太福音第五章，天國的特性：有憐憫、恩慈、謙卑、溫柔。

加拉太書第五章，這裏也有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還有恩

慈。要點是：我們看見的這些都是主耶穌的品格。如果我們認真面對，讓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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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真正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必定會有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

等等。 

第三章十六節說，這個新人對基督的話，裏面有喜樂。不僅這新人有主

耶穌奇妙的品格，並且他以基督的話為樂。這裏說，他心被恩感唱詩歌。

就是當他讀聖經的時候，心裏唱詩歌。我們都有一個經驗，就是有時聖經

很難讀；但是感謝主，祂的恩典夠用，父喜悅把祂的兒子啟示在我們心裏，

所以我們必然會領會祂的話。當這新人讀基督的話的時候，他心中唱歌，

他喜歡神的話。弟兄姊妹，這是何等奇妙。 

新人的生活 

然後保羅往前說到這個新人在人與人關係中怎樣面對，怎樣面對妻子、

家人、工作。在這新人裏已經有了一個新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現在這

個新人又有一個新的態度，這個態度乃是在一切關係中，是在事奉主基督。

所以，在丈夫和妻子中間就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關係。丈夫面對妻子的時

候，他像在事奉主；妻子面對丈夫的時候，她也像在事奉主。 

丈夫和妻子之間 

弟兄姊妹，這非常實際，聖經告訴我們，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我看見許多地方的聚會中，好像姊妹更熟悉神的話語，更加屬靈。很多地

方做丈夫的要到農場工作，他們沒有許多時間讀神的話，特別是在中國北

方；所以我們常看見姊妹們比弟兄更熟悉神的話。那麼妻子為甚麼要順服

丈夫呢？因為是在服事主，不是服事人！你是在事奉神，在服事主基督。 

丈夫應該愛妻子。在以弗所書裏面甚至講到要為妻子捨命。我住在南加

州，他們說南加州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大地震，所以我對妻子說，我願意

為她捨命，下回如果發生地震，我一定先死。我們知道大地震可能很久都

不會來；即便來了，也要很久才會再發生。但是聖經裏的的意思是，做丈

夫的每天要為妻子捨命，意思是要放下自己的尊嚴；這所謂的尊嚴常帶來

傷害。弟兄姊妹，我們作丈夫的不能，但是想到我們是在事奉我們的神，

事奉我們的主基督，就能了。 

父親和兒子之間 

講到父親和兒子。這裏說兒子要聽從父親。許多時候我們覺得這很難做W
es

t C
oa

st 
Chr

ist
ian

 C
on

fer
en

ce



9 

 

到。我們說，我已經夠忙了，而且我現在正在經歷成長的痛苦；爸爸不了

解。弟兄姊妹，那麼你為甚麼要聽從你的父親呢？因為你是在服事主基督！ 

父親怎樣對待兒子呢？在這裏說，做父親不要惹兒女的氣，更重要的，

不要使他們失了志氣。弟兄們，我們從小長大，認為最應該聽我話的就是

我兒子。但是，我們要記得，兒女乃是耶和華的產業。有一天，我的兒子

要成為我在基督裏的弟兄；那是我教養他長大該有的目標。有一天，他會

來跟我說，爸爸你錯了；我必須要承認說：是的。他要在愛心中向我說誠

實話，因為他是我在主裏的弟兄。 

僕人和主人之間 

在工作場合，我們做一個員工。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認為），一百

個雇主中間，九十九個都不好；但是，主的話告訴我們，我們要聽從肉身

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的喜歡；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像

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奇妙的是，表面上好像每次都是你吃虧，實

際上你在那裏會成了一個難得的好員工。你的老闆會非常賞識你，因為他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好的員工。 

但以理的見證 

弟兄姊妹，聖經中的但以理在外邦人的宮庭中，他先服事了尼布甲尼撒

王，多年後他又服事了大利烏王。他在外邦的宮廷中毫無自由。他不可能

向他們傳福音，但是，這些君王看見在這個年輕人心中有聖神的靈；並且

他們在這個年輕人身上看見他們本國人中間完全沒有的品格。當時間往前

去，尼布甲尼撒王變得越來越微小，而但以理卻越來越擴大；大利烏王也

越來越微小，但以理卻越來越擴大。他仍舊沒有自由，仍然隨時可以被人

置於死地；但是這些君王都尊重他，當然他也尊重這些君王。所以親愛的

弟兄姊妹，這對我們是一個鼓勵。 

耶和華的甘露 

在聖經中，彌迦書第五章七節說，雅各餘剩的人必在多國的民中。他們

在外邦的民中，如同從耶和華那裏降下的甘露。弟兄姊妹，這世界是一個

荒涼之地，人看不見從耶和華那裏降下來的甘露；但是現在這裏有一班做

工的人，就是那些餘民，他們沒有自由，是在外邦之地，人卻看見他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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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看見從神那裏降下的甘露。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我們在工作的

場合如何做事。 

我覺得第二十四節講的非常有意義，是非常根本的。不僅我們裏面有基

督的生命，並且我們還要有新的態度。無論在家裏，在工作的地方，或者

在弟兄姊妹中間，我們做的任何事情，說的任何話，我們是在事奉主基督。

所以弟兄姊妹，這是我們如何服事神的旨意。 

服事神的旨意-- 推基古的事奉 

最後到了第四章，我們看見一些僕人們的圖畫。第一個圖畫，是一個弟

兄名叫推基古，在第四章七節。保羅如何說到推基古呢？「有我親愛的兄

弟推基古要將我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他是忠心的執事，和我一同作主的

僕人。」保羅提到推基古有三點：第一是我親愛的弟兄；第二他是忠心的

執事；第三他和我一同作主的奴僕。「親愛的弟兄」說到他們之間的關係

是愛；「忠心的執事」乃是指他是辦事的人，做事很忠心。第三說到「和

我一同作主的奴僕」。 

親愛的弟兄 

這三方面裏，第一是只需要作一個弟兄。弟兄姊妹，當我們在教會中，

在弟兄姊妹中間，我們要作弟兄，作別人親愛的弟兄。當其他的弟兄姊妹

到你面前來，他們不會感覺你會批評他們，或者你會到主面前去埋怨他們。

在非拉鐵非的教會中，主對他們說，我已經愛了你們，就是說主已經賜給

他們祂自己的愛，他們就用從主得來的愛來彼此相愛。這是非拉鐵非的美

麗，也是我們應該做的；就是作一個弟兄。 

忠心的執事 

第二方面講到他是一個忠心的執事。簡單地說，就是他肯做事。前天、

昨天、和今天，我們看見這裏有許多執事，有的穿着綠色上衣，有的沒有。

但是不管怎樣，他們乃是忠心的執事，我們為此感謝主。我們每個人都應

該這樣，每到主日，或者其他一天，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照着我

們所能的來做事，甚至超過我們能力所能達到的。有時候我們可能缺乏睡

眠，有時候會非常的疲倦，但是藉着主的恩典我們做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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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奴僕 

最寶貴的是作主的奴僕。作奴僕是心裏的態度，乃是向着主承認主永遠

是對的，我們沒有抱怨。只要是祂所要的，就是我們所要的；而且我們盡

心地明白祂要的是甚麼。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講到浪子的故事，在那裏有一

個家裏的奴僕。當那小兒子，就是浪子，回來的時候，做父親的跑上前去

抱着他。父親說，拿那戒指來，拿那上好的袍子來，拿那鞋子來，宰那肥

牛犢。這個僕人完全明白主人這些吩咐。主人說的是哪一個戒指，哪一件

衣服，哪一雙鞋子，哪一頭牛，他都知道。他的心和意念從來沒有離開過

他的主人。主人不需要解釋許多事，因為他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這就

是作奴僕的心和意念。這是推基古。這也應該是你我的光景。 

以巴弗的事奉-- 在聖徒身上成全神一切的旨意 

然後保羅說到另外一個奴僕，那就是以巴弗。他說以巴弗有一個負擔，

就是經常為聖徒們禱告。禱告甚麼呢？「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

全（perfect），信心充足（complete），能站立得穩。」（西四12b）在這

裏有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神一切的旨意，這我們已經講過了。 

使他們站立得穩 

第二件事是要他們站立得穩。弟兄姊妹，在整卷歌羅西書裏，保羅三次

寫到站立得穩，或者引到神面前。第一次他講到主耶穌，說主神藉着基督

的死使我們與神和好，為着叫我們能夠被帶到神面前。第二次他講到自己，

說他和其他主的僕人勸誡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全地引到

神面前。第三次是說到以巴弗。以巴弗的工作，乃是讓所有的弟兄姊妹在

神一切的旨意上能夠完全、充足、站立得穩。弟兄姊妹，引到神面前並且

站立得穩是告訴我們，我們站在那裏，主看着我們。祂看我們在祂一切的

旨意上是完全的，是充足的。弟兄姊妹，這是一個極大的事。這是歌羅西

書裏面怎樣給我們例子，說到我們該把人引到神面前，並且使人站立得穩。

這是主耶穌的工作，是保羅的工作，也是以巴弗的工作。弟兄姊妹，這也

應該是你和我的工作。 

今天我們坐在這裏，左右坐着弟兄或姊妹，我們的負擔應該是使我的弟

兄或姊妹在神一切的旨意上，站在神面前而且站立得穩。不能比這個少。

可能我們要花很長的時間在這位弟兄或姊妹身上，但這是主的工作，是保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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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工作，是以巴弗的工作，也是你的工作，也是我的工作。 

使他們充滿基督的豐盛 

弟兄姊妹，甚麼是充足（complete），甚麼是完全（perfect）呢？我們

分開來看。充足就是第二章九節所說的豐盛（complete），就是一切必要

的都有了，一無所缺；就像以弗所書第一章三節所說，天上一切屬靈的福

氣，在基督裏都給了我們，一無所缺。基本上說，那就是這裏充足的意思。

第二章九節的豐盛有另外一個翻譯就是滿溢（filled full）。這裏的充足

（complete），意思就是充滿到滿溢。 

在歌羅西書第一章裏面講到，父喜悅一切的豐盛都在祂裏面居住；在第

二章裏面說到神本性中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我們已經

在祂裏面得着豐盛。所以在基督耶穌裏有豐盛，我們被這豐盛充滿到豐滿、

滿溢的地步。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這樣。 

使他們成熟完全 

完全（perfect）這個字另外一個翻譯就是成熟（mature）。它不是講

到許多事物，乃是指着一個時刻。保羅在這裏表示，使我們完全就是主耶

穌有一個特定的目標，有一個特定的結局，要帶我們一直走到末了。好像

在約翰福音裏面說，主耶穌既愛世上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約十三

1）；所以成為完全的意思就是一直到底。主耶穌要在你和我的身上作工到

底，一直到我們都成為完全。甚至在那之前，我們也已經得到成熟。這就

是這句話裏「完全」的意義。 

在這裏我們看見保羅和以巴弗的工作，都是在幫助我們與主同行，一直

走到末了。即便我們還沒有達到最後的完全，我們也得到了成熟。 

大衛的榜樣 

弟兄姊妹，在大衛的身上我們看見一個榜樣。我們知道大衛不是一個完

全人；他犯了罪，也犯了很多的錯誤。但是主為甚麼為他作見證說，我尋

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徒十三

22）呢？大衛並不完全，但是主說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在這裏中文英文的

翻譯都非常有意義。中文的意思是，「他跟我的心意是完全相合的」。英

文可以翻譯成「他追尋我的心意」，好像一顆心追另外一顆心。在那裏有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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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心，在這裏有大衛的心，大衛的心一直在追趕主的心。主的心所對準

的，也是大衛的心所對準的。 

我們說大衛並不完全，但是神說，他的心是完全的。實際上，他人生中

的每個時刻，都在追求神的心意。他的確犯了錯誤，但是神卻挽回他。他

回頭，他仍然服事神的旨意，一直到他人生的末了。大衛死的時候年紀算

輕，只有七十歲。比較起來，掃羅八十歲，撒母耳可能更長，大衛死的時

候才七十歲。就像今天早上我們弟兄引的這段經文，在使徒行傳十三章三

十六節：大衛在他的世代服事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另一個翻譯說，照着

神的旨意服事了那個世代，就睡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那完全的意義。這完全是指着心的完全，乃是我

們的心一直在追求神的心。可能我們會犯錯，但是主的恩典要挽回我們。

有的時候很痛苦，但是祂卻使我們得恢復。然後祂就帶我們一直走到人生

的末了。這乃是完全的意義。所以無論是保羅還是以巴弗，這是他們如何

照着神的旨意來服事神的百姓。他們服事，要使神的百姓在神面前完全、

充足，並且站立得穩。 

耶和華的公義樹 

在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三節有一幅圖畫。讓我們一起看一下：「賜華冠

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

他們稱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 

在這裏我們看見一棵公義樹，我想保羅和以巴弗他們在事奉中所盼望達

到的，就是要使弟兄姊妹們像這一棵公義樹一樣，能在神面前站立得穩。

在六十一章裏面，神所膏的那位僕人說到祂要做的事。祂說那些在錫安悲

哀的人，祂要使他們頭上的灰塵變成華冠，使他們的悲哀成為喜樂油；並

且使他們成為公義樹，是神所栽種的，是為着神的榮耀。親愛的弟兄姊妹，

祂向那些為錫安悲哀的人有應許。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為錫安哀哭，如果

你不在乎祂的教會，如果你不在乎祂的旨意，如果你不在乎祂的百姓，那

麼這一句話對你就毫無意義。如果你真的在乎，真的為錫安哀哭，祂要使

你的悲哀成為喜樂油。不僅如此，祂更要使你成為公義樹。 

這一棵公義樹是神所栽種的，意思是說，那個種子是從神那裏來的，生

命是從神那裏來的；並且祂種那棵樹的目的是為了神的榮耀。親愛的弟兄

姊妹，當我們看到一棵很高的樹，它在成長中一直是青綠的，每一年都更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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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每一年都成長。有時天氣不好，有時冷，有風暴，有冰雪，有打雷閃

電，但是那棵樹還在那裏。如果你到加州去，那些紅槐林裏的紅槐，有一

些超過三千年的樹齡。當亞伯拉罕在迦南地行走的時候，這些樹已經在加

州生長了。要點是說，生命在樹的裏面是剛強的。有雷，有閃電，有風暴，

有各樣的打擊，但是那棵樹仍舊在那裏；因為這是主所種的，是為着祂的

榮耀。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主對你我所存的意念，這也是你和我該有的工作。

今天坐在你旁邊的弟兄姊妹，如果他們為着錫安哀哭，神要使他們，還有

你和我，成為祂的公義樹，為着祂的榮耀。當有人從遠方來，他們遠遠看

見這些樹高聳地立在那裏，站在一起。他們就說，看哪，這就是錫安。他

們就把榮耀歸給神。我相信這是神心中所要你我如何事奉祂的旨意。 

禱告 

主啊，我們心裏實在感謝祢，因為在我們地上極短暫的一生，祢為我們

有何等高的期望，一點不少於讓祢的榮耀從我們身上彰顯。主啊，我們真

正感謝祢，祢的話為着達到這目的，給了我們何等實際的路。主啊，我們

求祢賜我們一個甘願的心與祢同死，也藉着祢復活的生命與祢同活。並且

為着祢的教會，我們甘願棄絕自己，彼此相顧，一同生活，彼此服事，好

讓祢能看我們為公義樹，好讓祢看見我們在祢一切的旨意上站立得穩。主

啊，我們為着祢的恩典感謝祢。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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