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不过，虽然我们都是

上帝的儿女，并且叫我们的上帝为阿爸，但是我们常常将上帝的

儿女与阿爸这些名称只是当成一个定义罢了，而不将它当成一个

很重要的身份。 这样普遍的想法成为了我们为何没意识到我们

都有个上帝儿女身份的原因。 

 对于这个理解的缺乏，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有着上帝儿女的

身份，会使一个人没意识到他自己拥有的恩典是何等伟大的，从

而能够让他很轻易地放弃他的身份。 另外，若没意识到自己是

个上帝的儿女，会使一个人不会明白或缺乏对他自己所拥有的权

力与义务的了解。 

 

 这本薄薄的书将会向我们解释如何获得所谓的上帝儿女的

身份， 然后再进一步解释我们作为上帝儿女所获得的权利与所

应尽的义务。 

 我们了解了上帝所赐给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的权利有多伟大

之后，将会感到很惊奇。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这样一个很重要

的话题，同时要感恩在天上的阿爸，因为藉着他的慈爱，我们能

够有机会了解这件事情。 



 哥林多前书第 2 章：10  

10 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 

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作者 

 

 

上帝儿女的权利与义务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与救赎者之后，我们将获得救恩，

如同罗马书第 10 章：9 节所记载的： 

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      

救 。 

 

如同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这样的承认要由口里发出，所以

我们的承认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常常以祷告的方式



发出来的，这样的祷告一般被叫做接受耶稣的祷告或承认。以下

就是我们怎样接受耶稣为主与救赎者的祷告的例子： 

主耶稣，我来到您跟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应当受到惩

罚。但是，现在我相信您已经为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请您进

入我的心，成为我个人的主与救赎者。请您饶恕我一切的罪恶，

并且将我的名字些写进生命册里，使我得永生。 我相信从今日

开始，我在天国里已经获得了救恩的保障。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与赞美。哈利路亚， 阿门。 

以上只是作为例子，不一定要与以上的例子一模一样，最

重要的就是其核心内容不变。 

 

洗礼的含义 

 

接下来的进程，如同马太福音第 28 章：19 至 20 节所记载

的大使命那样：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於父、子、圣灵的名）。 

 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口里承认了之后，就要接受洗礼。所接受的洗礼由众

人， 或是牧师，或是会众，或是两者都在作为我们的见证人，

我们在他们前面宣布了我们作为耶稣基督跟随者与上帝的儿女的

信心。 

 

浸水与点水礼 

 

通常而言，有两种洗礼，即浸水礼与点水礼。 洗礼一词有

“浸入”之含义，是源于希腊文 baptizo ，意为“浸入，浸泡...

洗。（Bauer, Arndt, Gingrich,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1952 年, 第 131 页). 

作者本人相信浸水礼更为正确，因为除了有浸入一词， 主

耶稣本身也是通过浸入水里而接受洗礼的，如同马太福音第 3 章：

16 节所道： 

 

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 

神的灵彷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水里上来”表示了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是浸入水里的。

倘若主耶稣受点水礼，那么他就会在干枯的地方受洗的。 



在使徒行传里第 8 章：36 与 38 节的埃提阿伯太监也是一样的。 

36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 

水，我受洗有甚麽妨碍呢？ 

38 於是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 

施洗。 

 

此事表明了连太监也是受浸水礼的。因为倘若接受的是点

水礼，那么他们就不需要找一个水多的地方，因为他们在他们行

走的路途中，肯定要在身上带上饮水。 

约翰第 3 章：23 节也解释了施洗约翰在水多的地方给人施

洗。 

23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 

洗。 

 

死而复生 

 

浸水礼象征着与基督死而复生，如同罗马第 6 章：4 节所道： 

4 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

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 样。 

 



 所以在施浸水礼的仪式中，受洗人会将自己的身体完全浸

入水里，象征着死亡，然后施洗人从水里扶他们上来象征着复活

与新生命。 

有一些上帝的仆人将洗礼只是当作一个仪式罢了。虽然如

此，作者还是要去做自己坚信的，因为受洗礼也是主耶稣吩咐的

大使命里其中一个内容，所以要正确地去行之。 

作者本人受过浸水礼，不过作者的孩子与儿媳妇受的是点

水礼，所以作者再请上帝的仆人再给他们施行浸水礼。 

 

阿爸，父啊  

 

罗马书第 8 章；15 节道： 

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 

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以上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一旦接受了基督为我们

的主与救赎者以后，我们就会得救，并且上帝会赐给我们神的灵，

叫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藉着他，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 

 



阿爸在亚拉姆语里的含义 

 

阿爸一词是源于阿拉姆语，是当时主耶稣所使用的语言，

并且也是初期教会使用的语言。阿爸一词是孩子们用来叫他们父

亲的，如同今日常用的爸爸。 阿爸这一词常被耶稣与使徒保罗

提起，形容他们与上帝的亲密关系。 

所以阿爸这一词形容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呼叫上帝为阿爸，但在呼叫的时候，只是将这一称呼当作

普通的话，并不带尊敬与顺服的态度呼叫的。 

除此之外， 我们常常轻视阿爸一词因为在新约里只有一次

被主耶稣提到过（马可福音第 14 章：36 节），两次被使徒保罗

提到过（罗马书第 8 章：15 节与加拉太书第 4 章：6 节）。虽然

如此，但我们还是能够感到主耶稣向天父叫阿爸时是何等亲切的

关系。 

以我们上帝儿女的身份，那么我们也获得了随之而来的权

利与义务。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上帝儿女的权利与义务是怎样的。我们

将从权利方面开始学习。 

 

 



上帝儿女的权利 

 

  很多基督徒对自己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抱有不理不睬的态

度，这样的态度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赐给他们身为

上帝儿女的权利是何等伟大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我们作为

上帝儿女有什么样的主要权利。 

 

                             第一、接受圣灵 

 

哥林多后书第 1 章 ： 

21 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 

22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是 

质 ） 。 

 

 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与救赎者时，那

么就在那时，我们在自己的心里已接受了圣灵。圣灵将引导我们，

如同罗马书第 8 章：14 节所道： 

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凡是上帝的儿女，是由神的灵引导的。以下谈到了神

的灵赐给上帝儿女的一些引导与帮助： 

罗马书第 8 章：26  

26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 

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我们接受了基督作为我们的主与救赎者之后，我们不晓得怎

样祷告，但是圣灵将会帮助我们怎样祷告，甚至他会替我们祷告。 

哥林多前书第 2 章：10  

10 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 

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当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时， 上帝要我们认识他， 所以上

帝赐给我们圣灵， 将会向我们阐明万事， 甚至叫我们也能够渗

透神深奥的事。 

使徒行传第 1 章：8  

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 

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以上的经文解释了圣灵将会赐给我们能力，到底是什么样

的能力呢？第一，就是拒绝犯罪的能力， 所以若有人认为他们



因为刚刚悔改或信心是很软弱的，没有能力拒绝犯罪，那么他们

的想法是错误的。 

保罗在罗马书第 6章向罗马会众解释了，我们得了救以后，

我们旧人已被钉于十字架上， 叫我们旧人常犯罪的身体失去能

力，一同以新的身体复活，并且结圣灵的果子，从而能够过上圣

洁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们也得到了医病的能力，赶恶灵以及奉主耶

稣的名赶出撒旦 ，我们也获得了为家里人或别人祈求祝福的能

力。 

 

提摩太后书 第 1 章：7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

强、仁爱、谨守的心。 

所以圣灵赐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有爱心并且使我们能

够活得充满谨守的心。 

约翰第 14 章：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命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

的一切话。 

圣灵的其中一个称号就是 paraklete, 这英文单词在基督教神

学里是源于希腊文 parakletos，意为激励者、劝导者、拯救者、

安慰者。 所以，我们必须敏感并且愿意听从住在我们心里的圣



灵， 那么他将会引导我们的生活，教导我们，并且提醒与鼓励

我们去行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第 14 章：16  

16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

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圣灵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不必惧怕过生活，甚至

在末了面对逼迫时，他会帮助、安慰、劝导并且赐给我们力量。 

 

             第二、我们可以向上帝叫阿爸 

 

加拉太书第 4 章：6  

6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原文作我们 ） 

的心，呼叫：阿爸！父！ 

 

作者认识一个家庭，这家庭中有个孩子是被一个政府官员

收为义子的，他们对此事充满欢喜，也是叫他们深感骄傲的。 

我们都不是被创造天地与万王之王的上帝收为义子的， 而是他

所认可的儿女，如同我们对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 



若我们看了所有直到如今还存在的宗教的历史，那么没有

一个宗教的神允许他们的跟随者叫他们为阿爸，绝对没有的！甚

至若我们学学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拣选出来的子民的历史，上帝

也不允许以及不给他们资格叫他为阿爸， 在出埃及记第 20 章：

7 节记载着：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

必 不以他为无罪。” 

 

这句经文不仅仅禁止叫阿爸，并且禁止妄称神的名。所以

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不敢妄称神的名。 

 

所以若在律法里，若看到写着神的经文，以色列人就会将神一

词改成 “Adonai” ，意为主或我的主，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言语中

或情况下，或姿态或地位上， 他们都害怕将神一词称呼得不妥

当。倘若犯上了，他们就会感到万分内疚。 

 

• 在印尼圣经公会的圣经里，神一词使用“TUHAN”， （全部都用大

写），是译自 “YHWH” 或希伯来文的 “ יהוה”, - 读为  雅巍或耶和华， 

而“Tuhan” 用来翻译 “ ֱאֹלִהים” 或伊罗兴  ，就是神的称号之一。 

 



作者认为， 我们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可以叫神为阿爸， 

但是我们不可妄称神。 有时有人常呼叫：“神啊！神啊！ 作者

认为不能这样，因为出埃及记第 20章：7 节还是有效的，凡是上

帝的儿女也不例外。 

甚至在新约里， 以上经文的含义在主祷文也再一次被强调。 

主祷文第一行（马太福音第 6 章：9 节）道：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 

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 就是神的名字 即 TUHAN（印尼语）

要圣洁地对待。 神的名字是不妄称的， 将神的名字看作如同

一般的名字，贬低了神的名字，所以我们不能妄称神并且不能很

随便地对待神的名字。 

马太福音第 １２章：３６节 道： 

 “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
供出来； 
 

所以若我们随意说闲话，不只是在呼叫神而已， 而且在其他

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在审判的日子到来时，句句供出来。为了可

以对此事更加了解，我们可以再去读《说话》一书 

 

         第三、我们得到允许进天国 



可能有一些人知道作者已经有机会在这二十年里学习了五

种宗教。作者从小已经上了教会，在十几来岁时，已经受过洗礼

了。一九八零年的时候， 作者在读一年级本科时，上了一门课

程叫做宗教比较课。这门课程叫作者意识到，宗教不只是基督教

而已，也有其他四个宗教，即天主教、印度教、佛教与伊斯兰教。 

 

作者学习的时候，很想了解哪个是正确的， 当作者将此

事讲给人听，有一些人问了作者：您在这二十年里发现了什么，

叫你选择了基督教？ 作者能够花很多时间讲给人听或花一定时

间去讲，但若时间不充足，作者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别人讲

讲这件事。 

若要简单地去讲，作者会先解释宗教到底是什么。 宗教

一般会涉及到两件事情。第一，宗教就是一件谈谈人与神的关系

的事情。 若谈的是人与人的事情，那么这就是社会学、法律、

礼仪课、等等谈的。若讲述的是人与宇宙的关系，那么可能是天

文学、占星术、等等谈的。 

宗教谈的就是关于神与人的关系。 第二，谈的是怎样能

够进入天国，因为这五个宗教都相信死后有新生活，而死后的新

生活会有两种选择， 即进入天国还是进入地狱，当然这五个宗

教对进入天国还是进入地狱都有各自的定义与方法。  



作者再向提问者问：“您是否有房子？您是否允许每个人

进您的房子并且住在里面？” 他们的答案肯定是不行的。那么，

谁能够进里面呢？ “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家庭成员是可以进

里面的。”那么天国是什么？ 天国就是上帝的家。 那么谁能

进里面？答案就是上帝的儿女。 

作者再提问，“若您看到了外面有好孩子，您是否允许他

们进里面并且住在里面？ 答案是不允许的。他们若性格都很好，

为什么不允许？ 他们回答是因为不是自己的孩子。 

圣经上的哥林多后书第５章：１ 节道：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地上的帐棚拆毁了，我们必得着从神

而来的居所。那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所以以上经文揭示了若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或当我们

去世时，那么上帝已经为我们的灵或我们已复活的身体预备了居

所。 

接着，约翰第１４章：２ 与３ 节道：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 

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作为天国的主人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地方。 

 



下文： 

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 

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这句经文解释了主耶稣将在他再来之际迎接我们，或当我

们去世的时候，会迎接我们的。 所以我们常把去世的基督徒说

成已经归回天父的家， 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去天父为

他们，也同时为我们预备的居所。 

 

                        第四、上帝在世上看顾我们的承诺 

 

彼得前书第 1 章：3 至 5 节道： 

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4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 

上的基业。 

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 

显现的救恩。 

 



以上第 3 至 4 节讲解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救的过程，也告

诉我们当我们去世时，主在天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住处。 

      第五节道： 

  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    

    要显现的救恩。 
 

这句经文从“你们” 开始。在这里的你们到底是谁呢？在

这里的你们就是在第 3 章到第 4 章所谈到的已经接受基督为主与

救赎者的我们，神已为我们预备了在天国的居所。虽然神为我们

在天国里预备了居所，但是现在我们还要等候在天国的生活，而

这生活是在我们去世之后才能过上的， 如同以上所写的“要显

现的救恩。”  

若想更详细了解， 请阅读《上帝眷顾的承诺》一书。 

 

                           第五、成为上帝慈爱的对象 

 

罗马书第 8 章：30 至 32 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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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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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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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经文解释了上帝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这些

罪人。若上帝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那么难道不为我们，即他救

赎的儿女去做更简单的事情吗？ 上帝甚至不只是将万物白白赐

给我们，并且要叫我们得荣耀。 

现在，有一些牧师说我们藉着基督的牺牲得救了，所以我

们必须因感恩而侍奉他。侍奉他是完全没有错误的， 但是若我

们以为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为了变成上帝的仆人，那么我们这样的

想法会叫上帝伤心的，因为我们想的就是上帝救赎我们不是本着

他爱我们的原因， 而是为了能够拥有更多的仆人。 

其实上帝救赎我们是为了能够叫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

为了可以有更多服务他的人或仆人， 因为上帝已经拥有数不尽

的天使作为他的仆人，而是为了我们可以成为他慈爱的对象。 

作者相信我们作为家长，当我们有了孩子时， 我们就不会

有叫孩子成为我们的仆人的计划，而是为了叫孩子成为我们爱的

对象。 因为若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会仅仅叫他们阅读小学为止，

不必叫他们上更高的教育，甚至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与便利。 



若想更详细了解这一点，请阅读 《成为上帝儿女还是上帝的仆

人》一书。 

 

                     第六、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上帝知道当我们接受了基督为主与救赎者时，我们还在世

上活着，不是马上进天国的。 他承诺他会眷顾我们， 同时也解

了了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还要面多很多问题与困难。上帝在

马太福音第 11 章：28 节道： 

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上帝想要帮助我们所以他在以上句子用“来”。他要我们

在面对困难时，立刻靠近他，因为他很想马上帮助我们解决我们

一切困难， 使我们可以解脱我们面对的困难。 

当谈到了此话题的时候， 一些人常常这样觉得：“先生， 

我已经祷告了，并且已经尽了所能， 但是尚未得到帮助。” 可

能答案就是在这马可福音第 11 章：24 节能够找到的 ： 

24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甚麽，只要信

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所以，我们祷告得答应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相信必得

着。这表示当我们祈求某件事时， 我们相信上帝已经为我们预

备了，我们只管等候，不必再求其他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求

的已经得上帝应允了。 

以作者自己的经验去讲讲以上经文，有一些自己经历过的

事情，一些问题好像没得到上帝的应允，也未得到上帝帮助作者

去解决的。当作者仔细了解时，其实都是因为作者还是三心两意。

一方面作者祈求上帝，一方面作者还是全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或

求别人帮助作者解决， 可能去找一些官员， 认识的人，或其他

人或一些人有时寻找“聪明人”或别神。若是如此，那么我们不

相信主会答应我们所求的。 

 

               第七、上帝要亲近我们 

 

雅阁书第 4 章：8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 

哪，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 

 

若我们仔细研究这句“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的 

经文，那么我们就会了解亲近的主动性应该从自己开始，若我们

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但要亲近的话，就有条件，第一就是

要洁净自己的手，我们要丢弃我们所犯过的罪，并且祈求上帝的



饶恕。所以我们开始祷告时，要祈求上帝的饶恕，赦免我们一切

的罪恶与错误，并且要有一个离开我们一切罪恶的坚强意志。 

 

然后，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不要一心二意，意思就是我们要完

全信靠主。 

 

作者一直想“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 

假期过后，作者就得到了以上句子的含义。也许是这样的

意思；当时，我们坐船的时候，买了船上所卖的上网的套餐卡。

这艘船会停在一些城市，停泊了的时候我们可以下船去观赏城市

的美景。 

当我们下船时、作者的妻子手机上有一些必须回复

Whatsapp 的短信，刚开始发的时候，没有一点问题，但后来她

回答短信的内容发不了，就有一点稀奇为什么发不了，因为她有

一件重要的事情要通 Whatsapp 短信发出去的。 

我们和孩子谈了以后，就想到我们离船已经比较远了，而

互联网的信号是在船上接受的，所以我们为了得到信号再靠近船。

所以我们可能对上帝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亲近他，使我们可以与

他交通。 那么，我们如何亲近上帝呢？ 



就是通过灵修，即我们为了与神交通每日抽出的特定时间，

包括读经、赞美神与祷告。 

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 他会祝福我们，并且造就我们，使

我们成为喜悦他的儿女。 

诗篇第 24 章： 

3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4 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5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 

6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细拉） 

 

 

以上就是七个上帝儿女所获得的权利，现在我们要谈谈第

二个重要话题，就是上帝儿女的义务。 

 

上帝儿女的义务 

  

 上帝儿女的权利就是那些已经为我们所指定的权利，但是

上 帝 儿 女 的 义 务 就 是 那 些 因 为 我                                                                                                                 

们有了上帝儿女的身份而必须去行的事情。 

 上帝儿女的义务有两种： 



               第一、坚守上帝儿女的身份 

 

希伯来书第 3 章：14  

14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分了。 
 

若我们将我们儿女的身份坚守到底，那么一切相关的权利，

特别与救恩和进入天国有关的，我们都会得到的。 若失去这上

帝儿女的身份，显然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也不能进入填过了，

进不了阿爸的家了。 

   

 关于坚守信心一事，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 4 章：7 节道：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句子,就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

以不仅仅要跑尽比赛， 并且到了终点线，我们还是要守住自己

的信心。 

有两件事使一个人失去了上帝儿女的身份： 

第一： 是自愿放弃的 

马太福音第 6 章：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财利的意

思 ）。 

 

我们常常得知的信息就是有一些人为了能够拿到项目、争

取地位、获得便利、结婚等等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信心。 

如同以上所解释的， 一个人那么容易地放弃自己成为上帝

儿女的身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并且不明白成为上帝儿女所获得的

权利是极其宝贵的。 

主耶稣在关于天国的比喻里揭示了当人知道他得到的救恩

是何等宝贵的时候，如同发现宝贝藏在地里，为了得到它就去变

卖一切所有的。 

马太福音第 13 章：44 “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

就把他藏起来，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 

使徒保罗甚至为得着在基督里所获得的权利将世上万事看

作如粪土一样。 

腓立比第 3 章：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 

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 

要得着基督； 

 



第二： 是因为受骗而放弃的 

 

马太福音第 24 章：24  

24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 

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末了快到来的时候，将会有很多假基督与假先知出现，所

以我们必须对上帝的话语有足够的了解，使我们不迷惑。请您再

去阅读“最大的试探” 

 

                 第二、要有个效法上帝儿子的态度 

 

当我们决定了接受基督为主以及我们救赎者的时候，我们

就已经得救了并且有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了。 成为上帝儿女了以

后， 我们就要有个效法上帝儿子的态度，如同罗马书第 8章：29 

所记载的：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 

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一个基督徒的属灵成长是关系到他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有

多深。效法基督的模样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而是上帝藉着

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去动工的，如同腓立比书第 2 章：12 至 13

节所记载的： 

 

12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 

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13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 
意。 
 

以上经文解释上帝会造就我们，但是我们要去行我们的义

务就是 “当恐惧战兢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那么，我们是怎样

做成我们得救的工夫？ 基本上就是要一直守住我们的信心，直

到终点线，这样就需要我们去坚固我们的信心，其方法如下： 

 

第一、 就是要常常自我灵修、勤奋地阅读圣经并且去思考以 

及在自己的生活中去行上帝的话语。另外， 要学会感恩并且

不管条件好还是不好，都要时时刻刻赞美主，并且抽出足够的

时间常常祷告。 

第二：要常常参加主日崇拜、不要离开教会的主日崇拜 



第三： 要在家里常常做家庭崇拜。 

要有个效法上帝儿子的态度就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在接受

权利后应当去行的义务。 

我们常常看新闻报导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的人嫁给一个王子，

使她们成为了一个宫廷成员。当她们在宫廷里生活时，有时会受

劝诫的，比如说穿得不太妥当，因为穿了没袖子的衣服，有的会

因裙子太短或太紧了受了劝诫，有的因为穿得裙子太鲜艳了，有

的因为不够优雅、等等。 

 

有一些人，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在乎，但是最终也听从了劝

诫。 为什么他们听从了劝诫呢？ 是因为身份而要承担的义务。 

所以他们若要成为宫廷成员， 那么他们不只是获得权力，但也

要去行应当做的义务。 

 

以赛亚书第 55 :6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