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为上帝的儿女还是仆人 

 

最近有一首正在流行的诗歌，内容如下： 

生活就是一个机遇 

生活为了侍奉主 

不要错过上帝所给予的 

生活要成为祝福 

哦...上帝，愿你使用我的生活 

趁着我还存余力 

若到了时候 

我无能为力了 

生活却已成为祝福了 

 

以上诗歌的内容强调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要侍奉主。 我们在自己

的生活中要侍奉他的这一概念并不是新的概念，已经有很多人也

有这样的概念， 如华理牧师，《标杆人生》的作者。 这本书以



一个问题作为开头， 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世上？上帝创造

我们是有个目的的。那么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 就是通过侍奉

荣耀主。该书也解释了侍奉主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陆可铎在他所著的 《生命甜蜜点》一书中，解释了很多人

要侍奉主，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陆可铎也曾经说过： “ 若

我们要侍奉主，那么我们要找到我们甜蜜点或我们的天赋， 并

且使用这些天赋侍奉主。”  

但是上帝在我们生活中最想要的真的是侍奉他吗？ 

 

不是利未人或牧师 

在作者解释之前，那么必须先提一提在旧约里，上帝拣选

了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支派，就是利未人，将他们分别出来去侍奉

上帝。但我们在这里不谈利未人，而是谈谈代表我们作为常人或

普通人的其他十一个支派。 

 



我们也不谈牧师或上帝的仆人，因为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

去侍奉上帝的人。 我们谈的是一般的信徒，因为以上诗歌的其

中一个句子即生活为了侍奉主也是指一般的信徒。 

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有了孩子。作者想提的问题就

是: 我们从孩子那里想要什么呢？我们是否更想要我们的孩子成

为我们的仆人还是想要他们与我们很亲近？ 

 

             服侍我们的孩子还是亲近我们的孩子 

服侍我们的孩子是怎样的呢？ 他们是为我们花了全部的时

间去服侍我们的。早上，准备了早餐并且服侍我们， 然后把餐

桌擦干净，也把餐具洗了干净了，然后清扫我们的房间，洗了我

们的衣服，去了菜市后又准备了午餐并且服侍我们，接着把餐桌

擦干净，把餐具洗了干净了又要清理房子，一直这样下去。 

他们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使他们很有可能不认识我们的

性格并且没时间和我们谈谈心与亲近我们。我们是否要这样的孩

子？ 还是我们更想要像普通孩子一样， 不必那样服侍，但可以



更亲近我们， 并且认识我们。若有个很亲近我们的孩子，我们

到了家见个面后， 他就会说声：爸爸，您好，接着跑向我们并

且闻闻我们的脸，喜欢向我们求助或需要东西的时候，就会哭着

求： 

 “老爸，求你帮我买这个，“爸爸，陪陪我看电视吧!”等等。 

以上两个神学论点即上帝最想要的是我们侍奉他的以及上

帝在我们生活中最想要的并不是侍奉他而是可以亲近他的，各个

论点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同的焦点，侧重点以及效果。 

 

人生焦点、生活侧重点以及每日活动 

一、人生焦点 

    若我们持有上帝最想要的就是侍奉他这一观点，那么我们的

人生焦点就是怎样安排侍奉，怎样在休息少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

去作工，怎样在侍奉方面做好一套很好的标准作工程序， 怎样

可以按时完成侍奉，甚至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培养其他教会



人员侍奉主， 怎样用很少的费用等等，使自己的侍奉可以更好、

更有效并且更讲效率地实行。这一切都成为我们人生焦点。 

但是若我们持有的观点就是上帝要我们亲近他的，那么我们

的人生焦点就是怎样可以更认识天父，使我们能够更明白他的旨

意，能够更亲近他，并且与他有亲密的关系。 

二、生活侧重点 

    若我们持有的原则就是侍奉主，那么我们生活的侧重点就是

怎样能够侍奉并且侍奉得越多越好。 

    但若我们持有的原则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么我们的侧

重点则通过读经、听道、阅读释经书多多学习上帝的话语并且参

加查经班等等。 

因为我们想要亲近上帝，那么我们就会努力祷告并且更多地

去灵修，与上帝交通，并且在灵修时，使自己静心下来听听上帝

的声音。 

 



三、 每日活动  

     若我们持有的原则就是上帝想要我们侍奉他的， 那么我们

就会参加很多教会活动，但是缺少时间去读经甚至听道。 我们

常常看教会同工在牧师讲道的时候，离开崇拜会堂甚至有一些却

睡着了。 他们为何不感兴趣听道呢？因为他们的观点就是上帝

最想要的就是侍奉他。 

抱有这样的原则一般很少祷告并且很少去灵修，因为大量的时间

花在各种各样的侍奉。他们可能也去祈祷会，但是他们其实不专

心祷告，因为更忙于其他事情上。  

若我们的原则就是上帝最想要我们成为一个亲近他的儿女，那么

我们就不会参加太多的教会侍奉，反而会抽出很多时间去读经， 

我们将会很专心地思考并且深入了解讲道的内容，也会认真地成

为上帝话语的施行者。 

那么从以上所述的哪个原则是正确的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路加福音第 10 章：38 至 42 节： 



38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接他 到自己家里。 

39 
他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 

40 
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 说：主阿，我的妹

子留下我 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麽？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41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 

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

能夺去 的。 

 

侍奉是什么？

    以上的经文讲述了忙着侍奉的马大，但是上帝却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主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 

最少因为以下四件事： 

第一：侍奉就是恩赐， 罗马书第 12 章：6 至 7 节道： 



12：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

的程度 说预言,  

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 

以上经文讲述了侍奉就是恩赐。那么什么是恩赐？恩赐就

是来自上帝的慈爱或上帝的怜悯。意思就是上帝其实不需要，但

因为出于他的慈爱或起了怜悯才把这份工作赐给我们，为何如此

呢？因为上帝根本不需要人的帮助。 

 当上帝创造宇宙时，上帝自己创造的，并没什么人在他旁

边帮助他的。以色列人 40 年在荒野中的时候，是上帝自己照顾

了他们。不光在旧约里，在新约里也是如此。主耶稣喂饱了五千

个人的时候，没有求人帮他买饼或求人给他五千个人的饼。 

 

第二： 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人不管有多好，有多伟大，但他们还是被时间与空间所控

制的。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其生命结束。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新闻中的史蒂夫.乔布斯的有关一些计划尚



未实现因为他在未达老年年龄段前已经离世了。人也不可能同时

在不同的空间，因为他们还是有限的。 

诗篇第 103 篇：14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

尘土。 

15 至於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 

16 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第三：上帝拥有无数天使，因此可以吩咐他们做很多并且做得比

我们做得更好的事情。 

历代志下第 32 章：21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王营中，

把所有 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灭了。 亚述王满面含羞地

回到本国， 进 了他神的庙中，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

他。 

 



路加福音第 1 章：30   天使对他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

面前已经蒙恩了。 

31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第四: 人的侍奉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如同在家里我们有个孩

子，有时候叫他们说: “宝贝，帮我拿一杯水。”不是我们不能

自己去拿杯水，我们其实也可以叫自己的佣人去拿杯水， 但是

就是为了他们也可以从中喜乐，就是当他们过来时，我们便可以

告诉他们:“哇，太聪明了。”即使他们拿杯水时，水都已经到

处洒在地上了，我们也一样表扬他们。 

我们的侍奉若没有达到上帝要的标准，也没有达到人的标

准时，比如说印尼独立宫举行一场活动，那么我们就不会受邀在

那里服侍，甚至在比它更低的政府机构里，比如省长办公楼，也

不可能受邀服侍。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获上帝的恩准去侍奉万王

之王的上帝呢？一切难道不是因着他的恩，他的怜悯吗？ 

 

上帝之爱的对象 



  我们现在再谈谈马利亚, 

路加福音第 10 章：42 节道：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

亚已经选 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意思就是马利亚

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脚前并且一直倾听主的道

。 

为什么坐在耶稣跟前并且听他的道是上好的福分呢？ 因为

上帝将我们当作他的儿女，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爱的对象! 

 

所以上帝说：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 

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而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 “

坐在耶稣跟前并且倾听上帝的道。”因为亲近主并且一直听他的

道使我们可以与上帝更加亲密并且明白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我们

能够行他的旨意并且成为讨上帝喜悦的儿女 

所以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 ，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

女，就如罗马书第 8 章：30 至 32 节所言的：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 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这段经文是关于已得救的我们， 意思就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那么其实上帝之前已预先定了我们并且叫我们得荣耀。 

接下来的经文如下： 

8：31 既是这样，还有甚麽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

们呢？ 

 “谁能敌挡我们”这句话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上

帝是万能的，所以当他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那么谁也敌挡不了

我们了。 

除此之外，以上经文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不配得

荣耀，但当上帝要我们得荣耀的时候，那么不可能有人去反对。

所以，虽然我们不配得荣耀，因为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因为上帝

的慈爱，上帝叫我们得荣耀，并且无人能够反对他所定的旨意。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

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麽？ 

 接下来的经文谈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

了，那么我们得救了后，难道上帝不把一切最好的赐给我们吗? 

所以，圣经记载了很多关于上帝怎样叫他的儿女寻求他，

如同马太福音 第7章:7节所述的：“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

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 们开门。” 

上帝的儿女不必忧虑， “因为在天上的父必知道你的需

要。” 

我们的阿爸，而不是我们的主人承诺要看顾我们（马太福

音第 7 章：11 节）。 

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 “向 来 你 们 没 有 奉 我 的 名 

求 甚 麽 ， 如 今 你 们 求 ， 就 必 得 着 ， 叫 你 们 的 喜 乐 

可 以 满 足 。 

 



上帝的话语道：“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足。”换句简单的话，其意思就这样: “你们可以求能够叫你们

喜乐可得满足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帝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就是为了

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爱的对象，使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可以感到喜乐、

得看顾与保守甚至一直到我们进入他的国。 

上帝想要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的意愿早已记载于旧约里了。 

关于以色列人，上帝道： 

出埃及记第 19 章：5 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

的约， 就 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上帝承诺将以色列人作属他的子民，甚至在申命记里也记

载了： 

 “耶 和 华 遇 见 他 在 旷 野 ─ 荒 凉 野 兽 吼 叫 之 地 ， 

就 环 绕 他 ， 看 顾 他 ， 保 护 他 ， 如 同 保 护 眼 中 

的 瞳 人 。”（申命记第 32 章：10 节） 



上帝甚至承诺要保守并爱惜以色列人，如同保护眼中的瞳

人。 

 

比喻 

 有一位先生，他在路上看到了很多行乞的孩子，有的正在

翻翻垃圾桶，有的睡在商店的门前。这位先生后来照顾了他们，

给他们吃有营养的食物，给他们买好衣服， 送他们上很好的学

校， 就如同照顾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他不会区别看待他们，他对亲生孩子的待遇与爱也一样分

给他们。 但是外面传来消息说这些孩子被他领养不是因为他爱

他们，而是为了以后他会有很多不必支付工资的员工，都是免费

的！ 

因为等他们都长大了，这位先生也许可以免费地雇佣他们

帮助他的工作。 

 



假如我们就是那位先生，那么作者相信我们都会很失望，

很伤心因为我们是真的已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并且待他们

如同自己的亲生孩子因为我们爱他们。 

作者为什么告诉这样的比喻？ 因为假如我们以为上帝叫我

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为了上帝能够拥不必支付的员工，那么我们就

在伤上帝的心，甚至我们正在亵渎上帝因为我们将上帝的爱当成

不纯的是因为我们以为他是有意地奴役我们。 

 假如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已将将上帝在约翰书第 3 章：16

节里所讲的道 :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

一切信他的，不 至灭亡，反得永生“ 视为谎话!  

 

成为讨上帝喜悦的儿女 

前不久，作者被邀请到一个神学院去演讲并且做个见证，

演讲与作见证的话题为 “作为传道人的基督教企业家”。 到了

问答题环节时，有个人问：“先生， 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而如今有很多企业家成为上帝的传道人，有一些成为很成功的传

道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作者回答他说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为很成功的传道人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若成为一个很成功

的企业家不重要，成为很成功的传道人也不重要，那么到底什么

是重要的事情呢？对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能够成为

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儿女。 

如同在一个王国里一样，那么成为一位国王最相信的人是

否一件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一件极其好的事情。成为王国里的富

人是好事吗? 当然也是一件好事请。 但是有一件比这件更好的

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成为那位国王的儿女，我们不只是成为他的

儿女，但也是成为一个讨他喜悦的儿女。 

为什么成为一个讨国王喜悦的儿女比成为国王最信的人或

成为一个富人更好呢? 因为作为上帝的儿女或作为公子与公主，

我们就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特惠，而且我们的天父不是普通国王，



他是万王之王，并且唯一真神，那么成为了他的儿女，不管在世

的时候或在天国的时候，都能得到上帝的特惠。 

 

作者的见证 

作者要以两个见证为例作为结尾。去年十月，作者参加了

企业家团队去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一次偶然的

机会上，有个参团人员说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能够成为一个成功

的企业家，作者回他话说每个人确实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只是基督徒有点不同，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某个特惠。 

他马上问：“什么特惠？”。作者回答说：“若你和我握

手，你就会知道答案了。”“握手？”他惊奇地问。“是的”作

者回答。 

然后我们握个手，作者问他：“您是否感觉到我的手很嫩

滑？”他回我说：“是的。”作者问：您知道我的意思吗？”他

回答说：先生没有做过苦工，和我不同，  我从年轻的时候到

现在还要做苦工。 



作者解释说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做苦工。但是怎样能够成功

呢？因为上帝从以前到现在在经历每个生意的阶段的时候，总是

让作者认识能够帮助作者的人。其实是那些上帝派过来的人帮助

作者扩大生意。 

写这本书的经历也是一样的。作者之前提到过作者写的那

些薄薄的书是作者讲道的内容印制成书的。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０日星期六早上的时候，神学硕士拉曼.撒拉

基牧师通瓦次普聊天室问了作者是否在 2 月 18 日或 2 月 25 日星

期天能够在他教堂里讲道。作者向他道歉，因为忙着准备过新年

并且将有很多住在台湾或美国的兄弟姐妹要来他家并且他们也准

备要去四王岛，所以无法去侍奉。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作者没有告诉的，就是他还没有准备

讲道的内容，作者已思考了讲道的主题 (主题为成为上帝的儿女

还是上帝的同工),但是未找到解释我们是上帝爱的对象的经文。

作者之前确实没特意去找这段经文，在作者以前看圣经的时候，

也没有找到解释此事的经文。 



下午的时候，作者的弟弟给作者传了来自耶稣的信，题为“无条

件地去爱”的短片。在长达一分钟的短片里， 有个片段解释了

上帝已指定了我们作为他爱的对象，片段里也写了一句经文，就

是以上所谈的罗马书第 8 章：30 至 32 节的经文。作者对此很吃

惊并且感恩于上帝，因为很容易地得到了一句解释上帝预先定了

我们作为他爱的对象。作者读了这段经文后，更感激不尽因为若

自己去找这段经文的话，可能会很不容易的。 

我们要常常记住并且献上感恩， 因为我们都是天国国王的

儿女，并且能够得到国王赐给的特惠，所以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身

份换成其他的身份。 

                                 

结论 

关于上帝最想要的事情，若我们持有的神学观点错了，那

么我们的人生焦点、生活侧重点与每日活动就会错了，使我们失

去了一些不该失去的，甚至接受了一些不合我们当初所期望的事

情。 



所以抽出一点时间去学习并且思考所有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关的

上帝的话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考察自己与上帝的关

系到底是怎样的？是一个主任与仆人的关系还是父亲与儿子的关

系? 

 假如我们持有的观点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如同父亲与儿

女的关系，那么我们对我们的身份作为上帝的儿女这一题已受到

了启示，这样就会改变我们平时祷告的方法。若一些小事对我们

而言很重要，也对天父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为那些小事祷

告。但若我们求更大的事，那么上帝也承诺过必成全。 

  “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

求甚麽事， 我 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第 18

章：19 节）。 

我们不会像仆人一样与天父保持距离，但是亲近天父，因

为我们知道天父喜欢我们亲近他。 



 所以， 我们要读读、听听、学习、 思考、 并且去行上帝

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要借着祷告与

灵修亲近他，使我们可以成为与他亲近的儿女。 

不过，侍奉也是上帝所吩咐的，如同罗马书第 12 章：11 

节所道： 

“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所以我们若相

信侍奉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不要忽视我们主要

的侍奉工作，并且要去做上帝交给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的孩

子教育成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使自己的家庭成为属于上帝的家庭。 

      若要更清楚地了解侍奉，请读读作者所著的《最重要的侍

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