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 

 

序言 

 

当作者决定要侍奉的时候，作者就尽力去研究并且很想知

道一个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因为作者的背景是一个企

业家，而在公司管理方面每个职位上一般都有了工作范围或与职

位有关的任务、授权与责任，所以作者问问自己上帝仆人的首要

任务到底是什么，若了解这一题，就会使作者能够正确无误地履

行其责任。 

其实在公司管理中，不只有一系列工作范围，并且也有一

个能够衡量一个职员是否做好自己的工作与否的指标。其中一个

指标就是 KPI 或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即关键绩效指标。

通过这个指标， 一个领导能够衡量公司与职员的绩效。连职员

自己也能够根据自己的关键绩效指标衡量自己的工作。 

刚开始时，作者尽力研究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通

过提问与打听，在网络上找找，并且在电子圣经上找找与此事有

关的内容，但是作者尚未找到答案。 



所以作者在读经时，就将此话题作为重点。感谢主，藉着

他的恩慈，作者就找到了与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有关的内容。 

但因为作者刚刚在这几年内当上了上帝的仆人并且尚未上

过神学院，所以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可能与一些年长的牧师相信并

且通常去做的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更适合神学院

的学生使用，为他们提供参考的读本。 

 

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作者 

 

  

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 

 

前言 

 

   在谈谈内容之前， 作者先要讲一个故事。某日我们欢迎

了一个下岗的人到我们的地方工作。 当这个人知道可以在我们

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他很高兴, 并且立志要好好地工作。所以第

二天早上，他很早已经开始工作了，拿了扫把去扫地之后就开始



拿吸尘器去客厅吸尘，嗡嗡…。 然后他在我们房间用吸尘器吸

了房门下的灰尘，并且将窗帘上的灰尘也吸干净了。 

 

他将整个屋子的灰尘吸干净了以后，进入了我们的工作房。

当他看到了工作房的情况时，他吃了一惊，便说：“这房间里面

太乱了！”电脑旁边贴着很多便利贴。 桌子上放满了很多笔与

翻开来的书，还有一些用彩色笔写的一团团的纸张。 

 

除此之外， 在墙上也贴着报纸的剪报，地址表、等等。 他

在心里说：“哎呀，怎么这么乱呀？” 然后将这些东西，无论在

电脑旁边、墙上或在其他地方统统撕掉并且丢在垃圾箱里。 然

后将翻开的书合上，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边。 接着， 他撕掉那团

团的纸张，将那些改成新的纸张。于是，我们的工作房变得整齐

且干净。 

若这件事真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上，那么我们是否会很高兴？ 

作者相信我们对这下岗的人很生气，因为他造成了很大的

问题！ 我们贴的那些便利贴与剪报可能不是随便贴的，那些用

彩色笔写的纸张也是有目的写的，不是随便写的。那些在纸上写

的绝对不是因为毫无事情而随意写出来的。 

那么，作者要告诉什么样的意思呢？仅仅靠努力是不够的！ 



若我们仔细去看， 那下岗的人是否心怀不轨？绝对不是。 

他的意图是好的， 他真的想努力地去工作。 所以光靠努力、本

着好目的以及认真地去工作并不够的。                                                                                                                                                                                                                                                                                                                                                                                                                                                                                                                                                                                                                                                                                                                       

那么若那下岗的人想要更好地去工作应该怎么办呢？他要

怎么做呢？他应该先要多多提问，并且去听听，去学习。 先提

问，如： “先生， 若早上吸尘可以吗？是否打搅了您？”然后

问问“您的工作房 里， 哪个东西可以收拾？” 

 

这样，我们能够指示那下岗的人，比如可以收拾桌子，但

要将收拾的东西放回原来的地方，或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么我们可能不想要他收拾桌子， 只要扫地就可以。 

  

据一些神学家关于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 

 

就像我们之前所谈的，作者就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已经多

多提问了，打听多方并且阅读了一些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的资料。

作者也就此话题得到了一些建议，以下就是一些上帝仆人的首要

任务。 

 

 



努力侍奉 

 

很多神学家与年长牧师相信并且教导上帝喜欢努力侍奉的

仆人，所以作者常常看到很多上帝的仆人从早到晚一直侍奉，真

的很了不起！ 华理克牧师也是支持这一个原则的神学家。在他

畅销的《标杆人生》书上，他讲了一些侍奉上帝的方法。 

 

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一些神学家曾经说过：“ 上帝喜欢我们做什么？上帝喜欢

我们做大事情。”作者经常听到年长的牧师带其他牧师为上帝做

一件很大的事情。 他们举例说：“您看看卜威廉， 他能够创造

伟大的救世军，不只是伟大，并且能够坚持到今日。” 

 

所以，一些上帝的仆人说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要有个很高

的理想，不要只是当个普通的仆人。 

 

高理想并且利用天赋 

 



若我们谈很高的理想是什么样的，有一些上帝的仆人与教

会会众就会感到迷茫，“先生，我该怎么样？我很想侍奉上帝，

很想为上帝做大事，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陆可铎在他所著的

《找找您最佳位置》说：“找找您的天赋。最佳位置就是天赋，

用它来荣耀上帝！” 

所以若我们注意到， 如今我们周围有很多新的歌曲， 为什

么？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上帝给他们的天赋是在音乐方面。 “我

要将上帝赐给我的天赋用来为上帝做歌曲。” 

 有个教会会议的人士说：“我们有财力并且拥有很多人力，

所以我们要为教会建一所神学院。”其他上帝的仆人想要做更大

的事情，所以他们尽力建立巨大而宏伟的教堂。有的想要更多的

教会会众，因为认为这样做可以叫上帝喜悦。 

 

 另外，作者也遇见了一些雄心勃勃地想要在教会争取一个

位置。当作者问的时候：“先生为什么很想坐这个位置？”他回

答说：“在我脑海里，有很多项目并且都是很大的项目，而我因

为在组织里没有权力所以不能去施行那些项目。若我坐上了哪个

位置，我就会为上帝的荣耀去做那些大事。 

 

圣经里的一些努力侍奉以及做大事的人物 



若想知道以上的思想哪个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研究并

且与那些蒙上帝所喜悦的圣经人物做个比较。 

 

努力侍奉 

 

若想要研究努力侍奉上帝的圣经人物， 那么其中一个人物

就是摩西，他侍奉了固执的民族四十年了。真的很了不起！ 虽

然他努力侍奉， 但遗憾的是最后他不得进入迦南地。 

 

做一件大事 

 

若我们仔细看看圣经里做一件大事的那些人物，那么我们

就会发现挪亚就是其中一个做大事的人。 为什么挪亚做了一件

大事?  作者有时会开个玩笑说：“如果没有挪亚， 那么我们今

天就连牛肉都无法吃了，鸡肉也是一样无法吃了。 因为挪亚的

功劳，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吃到牛肉、猪肉、鸡肉等等。另外，因

为挪亚，所以邪恶的世界能最后能够得赦免。但是若我们再仔细

看看圣经，上帝对挪亚的评论并不多。 



另外，有个圣经人物叫所罗门， 建立了神殿。 但是我们也

知道上帝对所罗门不喜悦，特别是在他逝世的时候，甚至叫他的

国也分裂了。 

有的人说玛利亚，因为若玛利亚不在，主耶稣也不会降世。 

但是在圣经里，只是提一点玛利亚的故事。 

 

蒙上帝喜悦的圣经人物 

 

在我心里蒙我喜悦的人 

 

当我们学学圣经里的人物时，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比较特

别的人，他就是大卫。 大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若我们

看完了列王志，很多经文提到了上帝常常说: “你不像我的仆人，

大卫。”大卫在这里好像是个模范。上帝似乎告诉我们说：“你

们为什么不像他呢？” 

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大卫， 他是否努力侍奉上帝？我们除

了找到他搬了约柜，其他的事没找到。大卫是否做了一件大事？

好像没有。虽然他很想建神殿，但是上帝不允许，最后大卫只能

去收集建神殿所需要的材料。 

 



大卫是否自己有很高的理想去当王？好像也没有。我们尚

未找到大卫从少年的时候就有了当王的愿望。大卫是否有天赋当

王？好像没有。 

因为他在他家面前受撒母耳膏为王以后，他的父亲就叫他

去战场，当时他的哥哥以利押见了他，就向他发怒。为什么他的

哥哥还向他发怒呢？ 因为在他的哥哥眼里，大卫连当个兵都还

没有资格，何况当王呢！ 

 

上帝的朋友 

 

有一个人甚至有个上帝朋友的称号，他就是亚伯拉罕。 那

么，像之前的问题提的那样：“亚伯拉罕是否努力侍奉？”好像

也没有。因为若我们仔细阅读创世记，不必提侍奉，连祭坛都屈

指可数。第二，亚伯拉罕是否做了一件大事？ 也没有，他也没

什么杰作。他是否有个当上帝朋友的理想？ 也没有。 他是否有

个很棒的天赋？也没有。 他甚至撒了几次谎，但还是被称为上

帝的朋友 

以诺更了不起，他直接被神取到天国。但是也一样没有侍

奉的记载，或他所做的杰作、他有什么天赋都没有任何记载。最

终，他还是被上帝活活地取到天国去。 



以上就是圣经里一些人物的主要描述。以上所述的人几乎

没有做过值得夸赞或优秀的事情。 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努力侍奉、

他们的杰作、他们的理想与天赋，甚至写的大多数是他们的弱点。 

不过，作者也没有完完全全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只是讲个

大概的情况。 

       

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 

 

我们现在就上帝的仆人一事讲个更具体的事情。那么，上

帝仆人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 当作者仔细研究的时候，在马太

福音第 5 章：19  节发现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是这样记载的: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若那人在天国里称为大的，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个喜悦上帝

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呢？ 他是一个遵行上帝的话

语，并且教训人遵行的人。 



 接着， 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上，使徒保罗要他们为他祷

告，叫他能够讲明上帝的道，并且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如同以弗所第 6 章：19 至 20 节所记载的：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炼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 

胆讲论。” 

 

以上两句经文很有意思，因为使徒保罗两次提到了要为他

祷告使他能够放胆讲明上帝话语的奥秘。 为什么讲了两次呢？

因为他意识到要讲明上帝的道确实很不容易。 当讲论上帝的话

语时，要承担内忧外患的风险。我们都明白当我们将上帝的话语

传给众人时，的确很不容易。有个需要承担的风险，比如：被赶

走、逼迫、坐牢甚至被杀害的风险。 

 

另外， 我们常常听到上帝的仆人感到很有压力因为他要按

要求甚至被逼地去讲论特定的话题，而此话题只是按会议或教会

领袖不合乎上帝话语的思想或意愿， 

但是最大的挑战能够从自己出现的，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

需要，或我们所参加的教会或组织也有自己的需要。很多上帝的

仆人当讲道时，更喜欢讲讲有关侍奉与奉献的话题。讲讲这个话



题是没问题的，但是有时将上帝的话语当成侍奉或奉献的经文去

解释，而该经文讲的绝不是那些事情。 

在旧约里， 讲明上帝的话语通常用“按” 或“照” 

撒母耳记下 第 7 章： 17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 

从以上经文， 那么据作者而言，上帝仆人的首要任务就是： 

 

第一、 成为上帝话语的遵行者 

第二、 讲明或正确地讲论上帝的话语 

第三、 放胆开口讲道 

 

                       第一、成为上帝话语的遵行者 

 

 成为上帝话语的遵行者不只是上帝的仆人而已，而是全部

所谓上帝的儿女要成为上帝话语的遵行者，如以下经文所记载： 

雅各书第 1 章：22 节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 

 



就成为上帝话语的遵行者有关的话题，作者自己曾经有一

段经历是刻骨铭心的。当时， 作者与妻子去了一个较大的教堂， 

作者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因为这所教堂很大， 所以中间的座

位直接向着讲台，而左边与右边的位置是斜对着讲台。 

因为我们来得比较早，我们先自己祷告并且阅读当日教会

小册里讲道内容的经文。作者看见有一个年轻妇女与她八到十岁

之间的孩子坐在左边。原来她们是今日牧师的妻子与孩子。 当

教堂牧师讲道的时候， 作者仔细地去听他讲道， 但是当作者无

意中看到那妇女与孩子的时候，就吃了一惊，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牧师的妻子对她丈夫所说的话表现不同意的样子。

当作者看到那位牧师的孩子的时候，更吃一惊，因为孩子的姿态

更加明显表示不同意。所以在作者侍奉之前，总是向上帝祷告，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作者的生活中。 

使徒保罗也意识到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在

哥林多前书第 9 章：27 节道：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

被弃 绝了。” 

 

 

 



被弃绝了 

 

被弃绝了，是被谁弃绝了呢？也许被上帝弃绝了， 也许被

我们周围弃绝了， 也许被家庭，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弃绝了。为

什么被弃绝了？因为我们只是当个上帝话语的传播者，自己却没

有去当个遵行者。 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

我。”他是功克自己、 攻克所出的语言、攻克自己的行为、攻

克自己的眼睛， 耳朵、等等。 为了什么？为了不被周围的人弃

绝了。 

  不只是自己的家庭弃绝我们， 并且我们也会被我们的家族

所弃绝的。 我们在讲台上也许说说要彼此帮助， 但是我们没有

帮助过自己的家人。也许， 我们是个非全职的上帝的仆人，如

同作者本身，我们可能也会被我们的生意伙伴所弃绝，因为他们

说：“是的，您讲道时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生意上， 您很不公

平，若借款、就很难还款。 

 

                       第二、 要正确地讲明上帝的话语 

 

以前， 作者曾经接过一次侍奉的机会， 其实作者三个月前

已经接受了， 但是作者很难找到讲道的资料。作者发慌，甚至



参加了一些和讲到主题有关的讲座，并且 阅读了一些书记，但

是尚未找到和讲道主题有关的资料。 幸好的， 侍奉前两个星期，

作者突然获得了灵感，若尚未得到灵感， 作者自己也不知道要

讲什么。 

所以作者有时很敬佩那些知识渊博的仆人，什么样的话题

都能够讲论。直到今日， 作者只是接受与作者所写的内容或写

过的书有关的侍奉。如果没有的话， 作者就提一提那些已经写

过的内容，若请作者侍奉的人不愿意换题，那么作者只好谢绝他

的邀请。作者自己不够自信能够获得和讲道主题相关的资料。 

为了提高作者自己的知识， 作者就尽力多多读经。除此之

外， 作者也很幸运能够认识一些年长牧师， 使作者能够去问问

他们。 因为作者的知识有限，所以作者通常会抽出比较多的时

间去预备讲道的内容， 并且先收集一些相关资料。 

 

另外， 侍奉前一天， 作者一般会一整天在家里阅读以及准

备讲道内容， 将资料与作者已经做好的 PPT 演示片对照，模拟

向众人讲道。 有时当作者准备讲道时，也获得了新的理解，并

且将这一新的理解加上讲道的内容或将一些内容省略掉。 

为了使作者自己相信所讲的都是正确的，若出现让作者抱

有疑问的内容， 那么作者就问问那些年长牧师，求他们给作者

一些建议与纠正。作者也感谢主，因为认识了一些乐意帮助的年



长牧师。 除了这些，其他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准备足够的时间去

祷告， 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叫作者好好侍奉。 

 

                                第三、放胆开口传真道 

 

 作者不懂为什么上帝有时叫作者间接地劝告会众或牧师，

因为作者自己没有勇气劝告牧师，因为罗马书第 14 章：4 节道: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 他的

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作者相信这里所指的仆人讲的是关于上帝的仆人。 因为在

句尾写着：“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

不要论断上帝的仆人。所以作者不敢劝告上帝的仆人， 但是有

好几次作者讲道时，有一些牧师说：“先生，听了您讲道，我好

像受了上帝劝告。” 作者有时自我反省， 为什么会那样， 作者

的话是否太过粗鲁，太过直接或其他可能性，因为作者自己不是

故意劝告他们的。 

另外， 作者很了解自己只是个教会成员，而牧师是上帝自

己选择的或上帝自己膏抹的，所以作者和牧师不是同一个等级的。

作者没有资格劝告他们，再加上读了以上经文，作者当每次有牧



师告诉作者听了作者讲道好像被神劝告一样的时候，自己感到压

力很大。所以作者曾经三次祷告，求上帝允许作者不再侍奉，作

者只求在财力方面侍奉，但是三次祷告以后上帝都用一首“阿爸，

我献上我的生活”的歌回答作者的祷告。 

 

所以作者在第三次祷告接受了回答以后，就不再求上帝允

许作者不再侍奉。为什么？ 因为作者应该心知肚明自己凭着什

么身份有资格和上帝讨价还价? 所以作者接受了并且祷告， 若上

帝给作者侍奉的机会， 作者就会去侍奉，因为是上帝自己洁净

与使作者成圣，以至于作者能够并且有资格侍奉。 

所以作者再也没有感到太多压力去讲道，在讲道的时候就

会讲讲作者所相信的正确的事情。 

当作者讲论末了的话题时， 作者也不管别人说作者是个异

端的人等等，只要作者确信所道的是正确的，作者就会去讲论。 

有一次，当作者侍奉的时候，遇见了一些以前参加过大教

会的牧师。他们在那所教会的薪水也很不错，但是最后他们还是

离开了，因为有人要求他们讲讲与真理相违背的道。他们最后选

择了搬到别的城市，从头开始建立教会，虽然经济方面很缺乏，

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作者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敢于拒绝他们认

为是一件不正确的事情。 

  



讲道内容 

 

据作者， 上帝仆人三个首要任务中， 即成为上帝话语的遵

行者，放胆讲明或正确地讲论上帝的话语与放胆开口讲道中，就

包含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关于教导，圣经要教导的是什么？比如说关于十

一奉献，那么我们就讲论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不论是亚伯拉罕

或以色列人所行的，或在玛拉基 记载的事情，都要给人讲讲。 

第二， 我们自己的见证，就是我们遵行我们所讲的道的经

历。作为上帝话语的遵行者，我们要将自己在遵行上帝话语时所

经历过的事情讲给别人听。我们作为上帝话语遵行者的经历将会

加强我们所讲道的主题，因为我们不仅仅教导上帝的话语，并且

为上帝的话语做了见证。 

 

敬畏上帝 

 

若我们仔细研究一些圣经里的人物，我们就会发现喜悦上

帝的人都是敬畏上帝的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创世记第 22 章：12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   

    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  

     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大卫也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诗篇第 34 章：11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  

    训你们。” 

 

约伯，是上帝所表扬的人，因为在整部圣经里， 作者只有

在约伯记上找到上帝在撒旦面前表扬他， 约伯的确是个敬畏上

帝的人。 

约伯记 第 1 章：8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 

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当摩西给以色列人最后的劝诫时，也求以色列人敬畏上帝。 



申命记第 10 章：12  

“以色列阿，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麽呢？只要你 

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事奉他，” 

 

 摩西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从他自己所学到与经历过的事

情，他总结了上帝所要的就是我们要敬畏他，如同诗篇第 147 章：

11 节所记载的：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我们从初期教会也可以看到，它是在敬畏上帝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并且活在其中。 

使徒行传第 9 章：31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

立； 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哥尼流也因为敬畏神而得救了。 

使徒行传第 10 章：22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

所 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 



的话 。” 

 

使徒行传第 10 章：35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使徒保罗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哥林多后书第 5 章：11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使徒保罗规劝了会众要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哥林多后蜀第 7 章：1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 

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甚至进天国的也是那些敬畏上帝的人。 



启示录第 19 章：1    “此後，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权能都 

属乎我们的神！ 

5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哪，凡敬畏他的，无论大 

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何谓敬畏上帝？ 

  

何谓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若我们将敬畏上帝等同于怕警察，那么我们是怎样怕警察的呢？  

我们会怕警察，若有这样以下条件： 

第一： 我们了解警察是怎样的， 因为不是所有穿制服的都是警

察， 军人也穿制服，一些社团的人也穿他们自己的制服，保安

也穿制服。 

第二： 我们怕警察不只是怕看得见的人，但也是怕警察所告诉

我们的标志、规定以及他们吩咐的命令。 若有警察线，那么我

们不管有没有警察都不会越过去。若警察叫停我们的车，我们也

会马上停车。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一切与警察有关的规定。 

第三：听从。 若我们不知道警察是怎样的， 我们不可能听从警

察。若不认识警察所制定的规定，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听从他们。 



所以我们只有认识神，认识他的律法，才能敬畏神并且遵

守他的命令。 因为敬畏上帝是从读经开始的， 上帝的律法与命

令都记载圣经里面了。 

作者尽力抽出足够的时间多多去读经。 每年， 作者尽量最

少读两遍圣经， 包括新约与罗马书也读了两遍。 若作者读圣经， 

就不去省略所读的每句经文，连一个词也不会省略掉，因为圣经

里的生词都有含义的。除此之外， 作者也尽力思考并且遵行圣

经里所吩咐的。 

 

与神同行 

 

 之前我们提过以诺被上帝取去的事情。 

创世记第5章：24   

“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 

 

 为什么以诺被取去呢？ 因为他“与神同行”。那么，与神

同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作者认为与神同行的生活是比敬畏神的生

活更高一层。若敬畏神只是认识神，认识他的律法以及遵守他的

律法。那么与神同行就是不光认识他，但是连上帝深奥的事也认

识了。  



若我们不知道某个人对花过敏，那么我们就不会了解为什

么他不肯和我们去花园。对那些有恐惧症的也是一样，我们就不

会了解为什么他不肯去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只能和某个我们自己

很熟悉的人谈得来的，而不是和那些陌生人谈得来的。以诺被取

去也是如此， 他认识上帝，甚至上帝深奥的事情也认识了。 

 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旦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上

帝与救世主，那么上帝就会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们得以认识上

帝，甚至得以认识神深奥的事情。 

哥林多前书第 2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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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近上帝 

 

 作者相信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仆人，并且能够

成为上帝手上有用的器皿。 

诗篇第 25 篇：14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 

 



以上经文揭示了对那些敬畏他的人， 上帝不但喜悦，并且

也和他们亲密，就是和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将自己的约指示

他们，使我们作为他的仆人不必急于学习或找找圣经里的知识，

因为神自己会给我们解释的。 

之前的经文也谈了一样的事情。 

诗篇第 25 篇：12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当我们成为一个和神亲密的人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自己的生活

与侍奉中，就不必害怕，因为上帝自己会指示我们应该走的路， 

并且他为我们所定的路必定是最美的， 因为他是善良无比的阿

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