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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雅伟的荣耀充满全地 
张成 

 
 

我希望大家明白，圣经里的所有祷文首先是针对我们说的，

为要提醒我们或帮助我们自我反省。就以主祷文为例：当你祷告

“愿人遵你的名为圣”时，你会怎么想呢？你会不会整天心里在

埋怨其他人不遵神的名为圣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段主祷文首先

是提醒你当遵神的名为圣呢？说到“愿你的国降临”时，你有没

有停下来想一想，神真的是你生命的国王吗？如果神不是你生命

的王，你又如何能真心诚意地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呢？第三句

是“愿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心愿能在你身上成

就吗？你关注他的旨意吗？如果你不关心他的旨意，这样的祷告

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是口是心非的祷告。可见主祷文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向你说话，是在提醒你该如何按照神的心意生活。 

这次营会的主题是“愿雅伟的荣耀充满全地”。“愿”就是一

个祈愿，一个发自内心的祷告。如果你想这样祷告，你就必须敢

于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人，如果你不敢承担责任，就不要这么祷告。

为什么我要强调承担责任呢？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跟从基督的

人，所以圣经称我们为“基督的门徒”。你知道作为基督门徒的责

任、使命是什么吗？ 

很多基督徒以为“基督徒”和“门徒”是两码事。他们以为

“门徒”是“高级”基督徒，神对门徒的要求比较高。如果不想

承担太大的责任和压力，可以选择不做门徒，反正两者最终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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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天国。遗憾的是，圣经可不是这样说的。四福音由始至终都称

相信、跟从耶稣的人为耶稣的门徒。“基督徒”一词在新约只出现

了三次（徒 11:26，26:28；彼前 4:16），这个称呼应该是源自不信
的人，他们称呼门徒为“基督徒”。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

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

首。（徒 11:26） 

显而易见，“门徒”就是“基督徒”，两者是没有区别的。所

以，主耶稣（或圣经）对门徒的要求也是对基督徒的要求。这一

点我们不可以混淆不清。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参加聚会，但我们

从来都没看自己是基督的门徒或学生，我们从来没想过做基督徒

就是要担起做基督门徒的责任。所以我说，要想做基督徒就要敢

于承担责任，因为这个祷文不简单。 

我谈到基督的门徒，因为约翰福音 17章让我们看到基督为我
们立下的榜样。我们看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

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约 17:1） 

请留意耶稣的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你敢这样祷告吗？

我们都是很谦虚的人，我们不敢这样祷告，最多是祷告后面那一

句，“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都很谦虚，觉得不应该这样祷告，

因为我们不寻求荣耀。如果平时有人诬告、毁谤你，你都不还口，

那你的确是一个谦虚的人。但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一点都不谦虚，

可一旦谈到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承担责任时，我们就变得

非常谦虚，为什么呢？这是很奇怪的心理。 

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都会想方设法得到，但为什么我们不

热衷祈求神荣耀我们呢？其实这是反映了我们的心态，我们不在

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显得很“谦虚”。之所以不在乎，是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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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关注神是否荣耀我。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考验你是否关注雅

伟神的荣耀，唯有关注雅伟荣耀的人才会这样祈求。而我们的主

耶稣就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祷告

的，他一生的焦点、目标是什么。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简单来说就是“让我的生命成为你的

荣耀”。如果神不荣耀你，你根本没有任何荣耀可言，试问又如何

能荣耀神呢？没有前面那一句“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就不可能有

第二句“使儿子也荣耀你”。 

“15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

的人。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

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 5:15-16） 

请留意 16 节，这里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
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建议你

把“光”改为“荣耀”——“你们的荣耀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光不就是荣耀吗？留意 15节，这里说：“人点灯”，这个灯是指你
们，就是教会。如果没有人把灯点起来，你就没有光、没有任何

荣耀可言，试问又如何能荣耀神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不

能假作谦虚，我们需要被神点燃，否则教会就无法荣耀神。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总是谈论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对我

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关注神的荣耀，不祈求神的荣耀遍

满全地，这世界就会被别的东西充满。创世记六章告诉我们：因

为人离弃了神，没有活出神的形像当有的荣耀，世界就被败坏和

强暴充满。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形像，不将神的荣耀充满全地，这

个全地将会被黑暗充满。这就是作为基督门徒当承担的责任，因

为这就是主耶稣一生的目标，他求神荣耀他，好让他能荣耀神。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约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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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耶稣再次谈到荣耀。主耶稣敢于承担责任，所以他敢

这样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作为一个基督的门

徒，你敢效法你的主这样跟神说吗？如果你不肯承担起这个责任，

不肯继承耶稣的使命，你怎么能称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呢？ 

耶稣对雅伟神完全顺服、忠心，他在地上彰显了雅伟神的荣

耀，也带领了他的门徒认识了雅伟神。我们看 17章 18节：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

17:18） 

耶稣这句话已经说得一清二楚，神怎样差他到世上，他也照

样差他的门徒到世上。如果你真是他的门徒，你必须继承他的使

命，在地上彰显雅伟神的荣耀，带领人认识他。 

所以基督徒不要问：“为什么我在教会里看不见神的荣耀？”

这个问题只能是非基督徒问，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说教会

里看不见神的荣耀，你当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活出神的形

像当有的荣耀？”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做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基

督徒，求神荣耀你，好让你能够荣耀他。 

神用什么方法向世人彰显他的荣耀呢？在约翰福音 17章，有
四个字很特别：“合而为一”，这四个字共出现了 5 次。主耶稣在
17章里特别为门徒求“合而为一”。 

为什么“合而为一”这么重要？这四个字有助我们认识神的

性情。当我们说到神的荣耀，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圣经说人是

不能看见神的，因为神是灵。所以在圣经里，每当谈到神的荣耀

时，往往是指神的作为，是肉眼看得见的。 

之所以用“荣耀”来形容神的作为，是因为神做的事情都是

与众不同的，正因为是与众不同，所以也会引人注目。有人看了

会相信，有人看了会反对。无论如何，神的作为会引起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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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个焦点。神藉着他的作为向世人彰显了他的荣耀、彰显了

他的性情；有时候神也会借着他的作为向世人表明了他的同在。

所以，“合而为一”非常重要，它显明了神的作为和神的同在，也

证明了你们（门徒或教会）的合一是神的作为，所以你们也是神

的荣耀。 

记得有一次我在预备一篇婚礼讲道，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圣经

要强调“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 19:6）。原来这句话是要提
醒我们，神喜欢做联合人的工作。神无时无刻都在做联合人的工

作，而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做拆毁的工作。我突然间

明白了神跟人的区别。再读新约时，很多话就豁然开朗，原来新

约里的很多字眼都是在告诉我们，神是在做联合的工作。比如：“和

好”、“饶恕”、“宽容”、“接纳”、“彼此相爱”等等，这些字眼是

在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效法他做联合人的工作。作为主耶稣的门

徒，你是否意识到神已经把这个责任交托了给你？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太 5:9） 

基督徒（门徒）被称为神的儿子，儿子必须效法父亲所行的

事。既然天父的关注是如何联合我们（他就是借着主耶稣把我们

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作为天父的儿子，我们也当做一个使人和睦

的使者。我突然间明白了，原来神无时无刻都在做联合人的工作，

这就是神的作为，这就是神的荣耀。而这也正是主耶稣的工作，

所以，他很迫切地为我们求合而为一。如果神不能在我们中间工

作，他又如何能在世人中间工作呢？ 

人的特点就是喜欢搞分裂，做拆毁的工作。今天的社会，家

庭问题已经是见怪不怪，从家庭问题蔓延到社会问题，离婚已经

成了见怪不怪的社会风气。我们还有种族矛盾、宗教冲突、国与

国的不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使我们无法和睦共处。人很喜欢筑一

道墙，把彼此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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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结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很有意思，圣经没有说人

不能分开，圣经是在警告我们，不可以把神结合的分开。如果你

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要赶紧悔改。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做分

裂的工作，不懂得珍惜彼此的关系，也不敏感神的工作。 

你发现宗教也在做分裂的工作（基督教也不例外），而且宗教

的界线划得更清楚，我们用神的名义创立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然

后把人给划分开，这是人善于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

问题，才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祷告神求他使我们合而为一。 

所以，如果你真是基督的门徒，就必须继承主耶稣在世上的

使命。你现在是在做主耶稣做的工作吗？我们先从教会说起，神

很努力地联合我们，你是不是很努力地做联合弟兄姐妹的工作

呢？还是说，你所到之处都会给人带来不愉快和冲突？你现在做

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这几节关于合一的经文：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

一，像我们一样。”（约 17:11） 

主耶稣用了“保守”两个字，他求天父保守属于他的门徒。

这个词也用在 15节：“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想让大家明白，
合而为一是神的工作，只有神才能做。我说过人只会拆毁彼此的

关系，若想合一，我们就必须配合神的工作，我们无法靠自己的

本事来达到合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区分什么是人的合一，

什么是神的合一。耶稣在这里求父神保守他的门徒，因为这个合

一真的是来之不易。 

“合而为一”是神在教会里成就的奇妙工作。我们必须恐惧

战兢地配合神的工作。我在教会里经常看到弟兄姐妹如何粗心大

意破坏了神的工作。我们常常因着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影响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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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我希望今天当你明白神的性情、神的工作后，你会谨慎

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不要出于无知、大意而破坏神的合一工作。 

我们不要把“神的荣耀”当成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来谈论，

圣经里的“神的荣耀”是可以经历甚至看见的。门徒的合而为一

就是神的荣耀，是世人能看见的神迹，我们不要轻看神在我们中

间的合一的工作。主耶稣临离开前迫切地为门徒祷告，求神保守

他们的合而为一；我们也当警醒，尽心竭力守护彼此间的合一。

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 17章： 

“20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

祈求，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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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17:20-21） 

谁是那些会因门徒的话信耶稣的人呢？当时的门徒都是犹太

人，主耶稣已经预言，将来我们外邦人也会因门徒的话而认识神

所差来的基督，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雅伟神要

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这个“合而为一”不是一个小圈子的合

一，是不分种族、国界、文化、贫富的合一。这就是雅伟神的奇

妙作为，彰显出了他的荣耀。这一点在使徒行传里是尤为突出。 

所以你要懂得区分，在教会里我们也常常谈同心、合一，那

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都喜欢聚在一起，以为这就是圣经说的“合

一”。这种的“同心”会不知觉地把那些兴趣、看法、文化不一样

的弟兄姐妹给排挤在外了。这不是主耶稣所求的“合而为一”。如

果我们的合一是排外的，那明显不是神的工作。 

你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吗？我们这里有不同国籍的人聚

集在一起敬拜神，有来自泰国、印尼、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

印度等国家的弟兄姐妹。非常荣幸我们能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一起彰显雅伟神的荣耀。这个合而为一是没有民族、国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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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希望你不但能看见神的荣耀，更希望你的生命也能彰显

出神的荣耀。 

留意 21节的话：“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请大家留意
“正如”这两个字。我刚才说这种合一不是人为的合一，因为这

种合一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所说的，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要成

为这个合而为一的一份子，我们首先要与在基督里的雅伟神联合。

所以我说这是雅伟神的工作，离开了雅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

督（约 17:3），我们不可能有永恒的合一。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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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

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

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 17:22-23） 

耶稣将神赐给他的荣耀赐给了我们，这是什么荣耀呢？就是

他跟天父的这份联合关系。借着他，我们能够进入这个与神联合

的关系里。所以他后面说到，好让门徒能知道，天父爱门徒就像

爱耶稣一样，这就是神的爱的体现。这里我们看到合而为一的重

要，教会惟有透过合而为一才能“叫世人知道”是神差了耶稣来

——认识到耶稣就是神差来的基督。这就是合而为一的重要和果

效。福音不能只是靠口传，教会也必须活出这种“合而为一”的

荣耀，让世人能看见神的荣耀。 

我留意到很多来教会听道的朋友，他们之所以愿意留下来，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被弟兄姐妹的亲密关系吸引了，这

是他们在外面看不见的。当然，神的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吸引人

来到神面前，但如果只听道却看不见神的真实作为，又如何能真

正认识神呢？ 

我们从约翰福音 17章的祷文里可以感受到主耶稣的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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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神的荣耀，关注他离开后世人如何能看见神的荣耀。他将这

个使命委托了给他的门徒，让他们代代相传，继续耶稣在世上的

使命。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已经继承了这个使命。所以我要鼓

励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基督徒。 

神是如何成就这个合一呢？约翰福音 14 至 17 章是在谈论圣
灵的工作。合而为一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

使徒行传 4章就记载了圣灵的奇妙工作：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

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徒 4:32） 

当圣灵降临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门徒不但能够同心合意，

甚至甘心乐意凡物公用。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的心是向雅伟

神敞开，他的灵就会降临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带领我们成就他的

荣耀计划。正是因为目睹了神的荣耀（合而为一的荣耀），很多人

都归附了主。我相信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和体会。 

记得我以前在多伦多读书时，我在多伦多的一间教会参加聚

会，那时我还是一个非基督徒。教会里有些基督徒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到蒙特利尔探访他们的母会。有一次他们也邀请了我和他们

一起去，但我心里非常犹豫，因为路途遥远，来回会耗很多时间。

他们是星期六早上出发，开六个小时车，到了蒙特利尔后住一个

晚上，第二天参加聚会。聚会完后，当天晚上（或星期一一大早）

开六个小时的车赶回多伦多。我觉得这样的行程非常累，因为星

期一要上课，担心会影响学习。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跟他们去了。 

作为一个非基督徒，那一次的聚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他们的崇拜聚会是下午一点开始的，大概是四点结束。因为

有些弟兄姐妹即将离开蒙特利尔回自己的国家，所以当天晚上有

一个告别会。聚会大概四点结束，然后大家在一起交流，到了晚

上六点多就一起吃晚饭。晚饭后就是告别会，大家相互分享、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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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鼓励。告别会结束后，大家还是依依不舍地继续聊到将近午夜，

直到有人催促大家离开。 

我是一个非基督徒，愿意来教会听一个小时的讲道已经很了

不起了，但奇妙的是，当天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或者时间漫长。整

个过程我好像一个旁观者（我没有看自己是他们的一份子），当我

看着他们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一群人就是不一样。

我心里当时已经认定，他们中间有神的同在，因为他们的关系太

特殊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个片段在我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你可以说我看到

了神的工作，看到了神的荣耀。虽然我当时不会用这样的词汇来

形容我的经历，但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他们的生

命和彼此的关系就是与众不同。这份荣耀吸引了我，所以以后他

们邀请我去蒙特利尔教会，我都不会拒绝。虽然这会牺牲我的学

习时间，但我觉得非常值得。 

我想说的是，基督徒需要传扬神的荣耀，因为这是主耶稣要

我们继承的使命。我们必须告诉世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奇

妙的工作，如果世人看不见，他们是不可能相信神的。主耶稣把

这个责任交给了我们，他也为我们祈求天父将圣灵赐给我们，帮

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 

我说过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么多年来，我开始意识到一点，

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你所信的必须在生活中体现出

来。正因如此，圣灵的内住至关重要，没有圣灵在心里提醒、教

导我们，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神的旨意行事为人。我们每天都要

有一个安静的心，好敏感圣灵的提醒。如果不敏感或者听不见圣

灵的声音，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习惯行事为人，这又如何能彰显

雅伟神的荣耀呢？ 

有一次，我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是批评我们的。她批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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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电台变了质，变得爱世界了。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基本上

就是在谴责我们，指责我们变了，不像以前了。 

她说我们爱世界，因为网站有世俗的广告，我读得一头雾水，

不知所云。我想了一下，网站没有广告啊，唯一想到的“广告”

的就是卖书和卖诗歌光盘，难道这是她说的“世俗广告”吗？ 

我觉得她的批评是无理取闹。我们的网站从来不向人要奉献，

她也从来没有奉献支持我们，她凭什么批评我们卖书和诗歌光盘

呢？是不是因为不同意我们的教导才无理取闹呢？于是我就决定

不回复她，因为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 

几天后，我心里有个意念，应该为这件事求问神，似乎神不

许我置之不理。当我安静了之后，神给我的意念是要回复她，问

她究竟在我们的网站看见了什么。于是我只好心平气和地问对方，

能不能告诉我她具体看到了什么？是什么令她对我们网站有这么

大的反应。我请她把所看到的广告用截屏的方式发给我。 

后来她真的把截屏的图片发了给我。我看了一下，真的很糟

糕，确实有广告，但不是我们的，还有一些色情广告。很明显是

她的电脑中了木马病毒。后来我把我们网站的截屏发回给她看，

让她知道我的电脑上没有显示这些广告，并请她尽快找人清除她

电脑里的病毒。当她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感谢我，因为她不太懂

得如何使用计算机，所以感染了很多木马病毒。她请人把计算机

重装后，问题就解决了。 

人与人之间常常会出现这种误会，以致影响彼此间的和睦。

没有圣灵的帮助和提醒，合而为一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经惯

性按照自己的感受行事。我起初的反应是不高兴，觉得她是在无

理取闹，语气也不友善，我为什么要回她呢？我是随从自己的感

受、情绪来回应她的。 

当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去求问神，神的灵就提醒我，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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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她，就等于是默认了她的指控，关系从此就完了。当我愿意

接纳圣灵的提醒，改变自己的态度，心平气和地回复对方时，情

况马上就改变了。正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回信时我非常谨慎

我的每一句话，我不想因着自己的情绪破坏了这份关系。 

如果不依靠、顺服神，我们是无法合而为一的。别忘了撒但

也在想方设法破坏这份合一，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无法得胜的。

没有这份合一，教会就无法完成主耶稣交托我们的使命，世人也

无法看见神的荣耀。教会若不彰显神的荣耀，黑暗就会掌权，世

人又如何能认识雅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 
2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用和平彼此

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 4:2-3） 

教会的合一也是保罗的关注。他鼓励我们要竭尽全力守住圣

灵赐给我们的这份合一关系。在我们彼此的相处上，难免会有误

会、摩擦，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用谦卑、温柔的态度彼此包容、

宽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弗 4:32）。 

可见主耶稣的祷告至关重要。我们要做基督的真门徒，效法

他顺服神的灵的带领，让世人能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唯有

这样，神才能借着我们完成基督在世上的救恩工程。 

所以希望这篇信息能帮助大家看到，神是如何借着教会来彰

显他的荣耀。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感动、鼓励我们一

起追求这份合而为一的关系，以致世人能看见神在人生命中的奇

妙作为。我们要敢于做一个承担责任的基督门徒，同心合意完成

他交托我们的使命。 

E N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