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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成為」是基督徒的上坡路，有「信徒、門徒、聖徒」三階段，是從信徒到

門徒；從門徒到聖徒的過程。「成為」也是人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問答，在面對

「神、人、物、我、靈」五大面向的人生問題的歷練，是每個基督徒的必經的成

聖之路! 然而，人若不認識 神 ，就不能認識自己!「 神我關係」的恢復才能使

「自我關係、人我關係、物我關係、靈我關係」的問題迎刃而解! 主耶穌 在十字

架上，所說的「成了」，祂成就每一位基督徒的成為，使每一位基督徒進入命定，

「成為」 神所要我們成為的! 

     文中題綱：包括 壹、前言：成為什麼?在現今--末世景況的省思；貳、三階

段：信徒、門徒、聖徒；參、五面向：神、人、物、我、靈；肆、結論：成了! 

壹、 前言：成為什麼?在現今--末世景況的省思

一、 問候：平安! 

   平安（Shalom，希伯來：לֹום  !幾千來來的問候，在此末世的時刻更有意義（שָׁ

二、 末世災難中的盼望與平安 

  《馬太》24：1-4：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

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

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原文是：生產之難)

的起頭。 

 在此刻：打仗和打仗、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饑荒、地震 禱告!但是不要

像世人一般充滿憂慮、恐慌，因為「生產之難」，災難之後，就有新的生命，審判

時耶穌也給我們新的身體! 

 《約 》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面對災難，更要 心存盼望! 

三、 在現今境況疫情&病情、軍情下，心存感恩! 

(一)、 疫情肆虐： COVID-19：病例數:2.53億 (+58.5萬 )；死亡人數：510萬；每

天平均還有 44.4萬人感染，6,841人死亡。

(二)、 病情緊迫：

1 癌症時鐘：2018年 4分 31秒 一位癌症、每 10分 30秒，一人因死亡從(2020年) 

2 心臟病時鐘：(每 25-26)分鐘，就有一人死於心臟病！  

3 腦中風時鐘：(每 44 分鐘，一人死亡！美國，每 4分鐘一人死於中風。(2006年) 

(三)、 死亡時鐘：每天有人離開人生的舞台!

1 全世界死亡時鐘：每天 15.17萬 (2019年，死亡 5540萬人/年)，走下人生舞

台，到不了明天! 

2 台灣的死亡時鐘：17.3萬/年，死亡 474 人/天! 

   世局這麼動盪，現在我們卻平平安安，生活在台灣，你問過 神嗎? 這是為

什麼?我們家園、社會、國家正在發生甚麼? 我們的同胞在經歷甚麼? 最大的

問題是? 死亡的權勢，畫下限制，使人面臨審判?卻失去救恩! 



1) 新聞的意外事故：

01、 高雄城中城(2021.10.14)火災 46人；高雄氣爆(2014.7.31) 32人； 

02、 普悠瑪列車出軌 2018.10.2：18人；太魯閣列車出軌(2021.4.2)：49人； 

2) 即使是沒有新聞事故報導的日子裡? 靜靜地：每天 474 人，死亡!

3 人人都有一死，且有審判： 

  《希》9:27「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路加》13:「4 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了，壓死十八個人；你們以為那些人比一

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嗎？13:5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

要如此滅亡！」 

4 耶穌的救贖&我們使命： 

《賽》59:「16 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

救，以公義扶持自己」。 

《太》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 

   474 個靈魂，每一天其中，基督徒只有 6%，<30人； 你有甚麼感覺? 人數比上

面少，沒有甚麼激動了?但，那不是數字，那是靈魂，「全世界的財富換不回一條

靈魂」! 474個靈魂，444位面臨審判，卻不在耶穌的救恩裡，而永遠沉淪! 

(四)、 【Q&A】回應與省思：為何此刻，你我平平安安在這裡!

你問過 神? 這是為什麼? 

1 我們比人家更有義嗎? 沒有，你知道沒有的，對嗎?! 

2 感恩!為著你原以為： 

(1).平凡的每一天：那是「昨天下人生舞台的人，永遠不能地到達」!  

(2).歲月靜好：是「 神用恩典拖住、用平安拖住」，讓你我還有「機會」有所「成為」! 

貳、 三階段：信徒、門徒、聖徒〜 基督徒的上坡路!

信徒是愛自己勝過耶穌；門徒是愛耶穌勝過自己；聖徒是跟隨聖靈，愛教會

(人)勝過愛自己，忠心的門徒，(門徒有不忠心的，例如，猶大)! 

一、 信徒： 

(一)、 信耶穌的不致滅亡： 

「16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

生。」(約 3:16) 因信耶穌「一次死，兩次生」；不信者「一次生，兩次死」。 

(二)、 信徒：信耶穌 成為神的兒女：

「10祂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祂成的，世界卻不認識祂。11祂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卻不接受祂。12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

為 神的兒女。13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

意思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約 1:10~13) 

(三)、 信徒在基督裡，只是剛剛出生的嬰孩：

基督的。我們過去魂裡面的敗壞，還沒清理乾淨之前，在基督裡都是嬰孩。保

羅「1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能當作屬肉體的，

當作在基督裡的嬰孩。2我給你們奶喝，沒有給你們乾糧，因為那時你們不能吃，



就是如今還是不能，3因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妒、爭競，你們

豈不是屬肉體，照著人的樣子而行麼？」(林前 3:1~3) 

   「沒有思考的信仰，是盲目的；沒有信仰的思考，是空洞的」。信徒需要在屬靈

的學習上，思考精進，生活上才能有所體悟! 

二、 門徒： 

(一)、 愛基督勝過愛自己 

    「25 那時有好多群眾和耶穌同行。祂轉過身來對他們說：26『無論誰來到我

這裡，若不喜愛我勝過喜愛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弟兄、姐妹，甚至自

己的魂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二)、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

「27無論誰，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也不能作我的門徒。33這樣，

你們當中無論甚麼人，若不捨去一切自己的財物，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

14:25~33)  

(三)、 門徒連結於主能結果子：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

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約》15:4 。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

子結果子更多」。(《約》15:2)， 

 筆者：成為門徒，常在主裡面， 神將修剪我們生活中與生命中的旁支雜蕪，

使我們專心結果子，在這世界上名利、財富、權勢都只在今生有用，不能存到永

遠，主耶穌在釘十字架前，對門徒最後的教導要「結果子」，才能永恆的價值。 

(四)、 「不結與不能結果子」：是「又惡又懶」必在外面黑暗裡哀哭切齒

14「天國又好比一個人要往外國去，就叫了僕人來，把他的家業交給他們，15

按著各人的才幹給他們銀子：一個給了五千，一個給了二千，一個給了一千，就往

外國去----25: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銀子埋藏在地裡。請看，你的原銀子在這

裡。』26 主人回答說：『你這又惡又懶的僕人』! 28奪過他這一千來，給那有一萬

的。29 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30把這無用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三、 聖徒 

(一)、 聖徒是指忠心的是聖徒 

  《弗》1:1「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就是

在基督耶穌裡有忠心的人」。 

  《路》:「19:16 頭一個上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19:17 

主人說：好，良善的僕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權柄管十座城。

19:18 第二個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 19:19 主人說：你也可

以管五座，(注意，在此沒誇獎忠心)。 

(二)、 聖徒：聖徒是基督的新婦 

   《雅歌》:「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

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這裡提及，從「我」到「我們」，新婦

是帶著這一群人來跟隨基督，預表基督的新婦是服事，傳福音，牧養群羊的。 

 筆者：基督的新婦就像也就像才德的婦人一般，《箴言》31:10才德的婦人誰能



得著呢？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11他丈夫心裡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新婦是基

督的配偶，是幫助者，在基督位再臨之前，看管治理好 神的家，基督的教會。 

(三)、 聖徒：是從古至今，住在聖城新耶路撒冷裡的人 

《來》11：「9 他〔亞伯拉罕〕因著信…與承受同樣應許的以撒、雅各一同居

住在帳棚裡；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設計者並建築者乃是 神。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

接…16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屬天的家鄉；所以神稱為他們的 神，並不以為

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11:「39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

的證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11:40 因為 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

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參、 五大面向「神、人、物、我、靈」每個基督徒的成聖之路 

 從信徒到門徒；從門徒成為聖徒，這三個階段是每位基督徒共同的上坡路；

然而，每個人，在不同時期，在不同處境、情況、境遇，因為原生環境、背景、家

庭、職場，有各自不同的試驗、試探、修剪，與各自領受不同的恩賜、恩膏，這歸

納為五大面向「神、人、物、我、靈」，這是基督徒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際遇上，不

同的成聖之路。 

一、 自我關係： 認識全人、「靈、魂、體」 

《弗》:「3: 16 求 祂按著 祂豐盛的榮耀，藉著 祂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

(King James V. the inner man; 裡面的人)，剛強起來! 。 

《創世記》2：「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他就成

了有靈的活人(a living soul，KJV.)，名叫亞當」。人有靈魂體， 神看我們

有靈的活「魂」。 

   《帖前》:「5:23：「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

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 

  《希伯來書》：「4:12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

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

明」。 

    魂，因為是非物質性的精神層面，「魂」的功能呈現，華人稱為「心」，

「魂」是認「知」；「情」感、「情」緒、「情」欲；「意」志、「意」識。靈，是

來自 神直接吹呼的「氣」；希伯來文「ruwach』、希臘文「pneuma」、英文

「Spirit」，《傳》12：「7塵土仍歸於地，靈仍歸於賜靈的 神」。 「靈」主導

我們的良心、直覺、靈交。 

    死的定義：體，的死亡腦死，但是，全人的死，靈的死是「與基督的生命

隔絕」；魂的死是「與基督的性情隔絕」；體的死是「與基督的復活隔絕」。 

  神創造人並賜給人生命，但是因為「罪」，人就面臨死亡，亞當犯罪

後，「靈」當下死-即刻與神隔絕了，「魂」的死，呈現出害怕、羞恥、躲避 神

的面(《創世紀》3：7-0)；而身「體」在 930年後死亡； 

 人的「靈、魂、體」因罪的工價而死(《羅》 6:「23 因為罪的工價乃是

死」)。基督徒奉耶穌的名受洗當時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惡，使靈得

救，這是霎時之間完成的；但是，受洗後，仍有唱會軟弱犯罪，這是因為



「魂」裡面，心思當中有各樣汙穢，存在認「知」；「情」感、「情」緒、「情」

欲；「意」念當中，「聖靈」才能勝過「情慾」，這「魂」的得救，要是一生的

功課。《加 》5:「16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17 因為

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

做的」。《加 》6:「8 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魂的得救，是跟隨「聖」靈，的成「聖」的道路，是人一

輩子的功課。 

   靈:靈的死、靈的活，都是瞬間! 但是魂的得贖是一輩子!人若不認識 

神 ，就不能認識自己!「 神我關係」的恢復是「自我關係、人我關係、物我關

係、靈我關係」問題迎刃而解，耶穌 在十字架上，所說的「成了」，成就每一位基

督徒的成為，使每一位基督徒進入命定，「成為」 神所要我們成為的! 

二、 恢復「 神與我」的關係是五大面向的人生解答 

(一)、 認識神：神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

《出》3：「14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約》18：「6

耶穌一說「我是『我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因為是 神的名，能力釋放，眾人

驚倒!天使請馬利亞取名耶穌，希伯來文(Joshua)，「耶和華是拯救」! 

(二)、 耶穌在《約翰福音》說了七(在地上完美之意)個 「我是」：

神，是 IAM，自有永有的 神，祂的名不像世界的神祇一個名稱可以限制，

如，死神歐西里斯、太陽神阿蒙一個如神一樣名字，神的名字是「我是」(英

譯：IAM)，神是「IAM」我是?是甚麼? 耶穌親自說明：(在約翰福音)

(1).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6:35 

(2).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

命的光。」(約 8:12) 

(3).我是好牧人(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 10:14) 

(4).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約 10:9 

(5).耶穌對他說：「復活在我(I am the resurrection)，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

然死了，也必復活，(約 11:25) 

(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 

(7).「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 (約 15:5) 

(三)、 神的四字神名：  יהוה  (YHWH，翻譯為：雅威/耶和華)

1947 年《死海古卷》，更發現 四字神名，驗證與 70士譯本的正確性。

《出埃及記》第 3章第 14節希伯來譯文：「ֶאְהֶיה ֲאֶשר ֶאְהֶיה」，（ehyah ašer ehyah [eh

ˈja aˈʃer ehˈja]），意為「I am who（或譯 that）I am」、「我是我所是」、「我

是那自存（自有永有）者」），ehyah（Hayah 的詞根，是 YHVH或 YHWH 的第一人稱

衍生形式，意為 I AM/我是/我自存/那自有者） 

是 過去「是」，現在「是」、與未來「是」；也同時，過去「存在」，現，יהוה    

在「存在」、與未來「在在」的的共同縮寫。這很重要因為英譯「IAM」還不足以

表達的時態，《啟示錄》中的呼應：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α阿拉法，ω俄梅戛：是希利尼字母

首末二字），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 1:8；「 他們晝夜不住

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在回顧一

次：《出埃及記》神對摩西說自己名字的翻譯文： 

《出埃及記》3：14希伯來譯文：「 ֶאְהֶיה ֲאֶשר ֶאְהֶיה 」 

 ֶאְהֶיה ֲאֶשר  ֶאְהֶיה

I will be 

昔  是 

Who 

今  是 

I will be 

以後永是的 

   我們的神，是起初的，是末後的，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在我們一

生當中，神，在過去、現在、未來，祂都「是」都「存在」，祂「是」我們一切的

需要、一切的供應，幫助我們「成為」進入祂是對我們的命定，幫助我們成為 祂

的所是! 

肆、 結論：

一、因耶穌救恩「成了」，人能有所「成為」： 

耶穌在十字架上，傷痕累累之際，祂用盡最後的力氣，說「成了」!救贖已經完

成，聖靈接續 耶穌的在地上的工作，(《約》14:「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

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聖靈保惠師在耶

穌的禱告中，與基督徒同在，開啟「教會時代」，凡跟隨聖靈的人，都將在基督裡

「成為」，成為 神的命定，與神所要我們成為的! 

二、你的「成為」，將成為你的新名： 

《啟示錄》2:「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

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

以外，沒有人能認識」。 

伍、 小組分享： 

一、耶穌給基督徒的大使命是「《太》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

徒」。請分享在完成受洗之後，您覺得該怎樣幫助受洗者成為「門徒」呢? 

二、請分享您的感受，現在是在前往信徒、門徒、聖徒的三個階段成長的過程中，

究竟甚麼是你的攔阻?您覺得您現在那哪一個階段? 

三、請分享您在聖靈的領受中的經驗，聖靈感動你要「成為」甚麼? 對教會您能

「成為」甚麼? 您些部分，還沒有「成為」的?有那些是「成為」的攔阻，請

有靈恩見證經驗的夥伴分享。 

四、請熟悉聖經的夥伴分享： 

    《聖經》人物中如：掃羅、摩西、大衛、以利亞---等，分享(可擇一)他們的

故事，在他人生高峰(光)的事蹟是甚麼?進入生低谷是怎樣景況? 您覺得他跌入低

谷(甚至死亡)的原因是甚麼? 在他最後離世之際，你覺得他的心情與對他一生省思

會是甚麼? 

2021.11.15 黃英傑-周一 於龍潭活水靈糧堂分享後 



 

美好事 

（約書亞樂團---勝過一切） 

 

當我在 驚滔駭浪中 不會沉沒 有祢牽我 

我感到 無法負荷 我知祢永遠不放手 

就算我失落 到一無所有 

 

我知道 美好事必定為我成就 

祢良善 總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祢開道路 就在曠野中 什麼祢愛都能勝過 

我知道 美好事必定為我成就 

 

就算在 死蔭幽谷中 在我前面 祢牽著我 

因我知 祢都不會走 不怕 因祢愛環繞我  

 

最黑暗的夜 祢在我身邊 

祢的信實不變 恐懼和疑惑 

都在祢手中 靠著祢我勝過 

 

當這一生年日 

（約書亞樂團---盼望） 

天父祢明白我的心 勝過世上任何人 

祢的眼目不離開我 祢知我心所有 

 

雖然過去跌倒軟弱 祢的揀選不離開我 

改變我心使我完全 成為榮美的器皿 

 

如今我全然相信 深知在祢凡事都可能 

祢的大能堅固我心 使我勇敢相信 

 

如今我全然降服 深知祢為我預備道路 

我要跟隨祢的呼召 這一生年日  

永遠跟隨不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