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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尊榮文化--愛與關係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 年 4 月 28 日主日信息 

 世界文化與天國文化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裡

面，神也住在他裡面。（約一 4：16） 

地上的文化，是根基於分別善惡的文化，是世界的價值觀，根基善惡、好壞、

成功或者失敗 ，我們在乎學歷高低、收入、才華 。天國文化，是根基於生命樹，

天國在乎的是生命，是誰的生命？是神愛的生命，天國注重的就是愛！愛，就是

在乎關係，是彼此在愛的相交中，而不在乎你做事的果效好不好，你是不是常常

把事情搞砸了，你為什麼做得這麼慢？因此就討厭你，看不起你。 

我們看重有才華、有學歷的、成功的、卓越的，一個運動員，他在成功的時

候，我們為他鼓掌，他若受傷，就再也不看他了，他就沒價值了。而天國在乎的

是愛，是神的愛、喜樂、平安、憐憫、恩典要臨到我們身上。耶穌來，就是把這

個天國文化帶給我們。但世人不理解祂而拒絕祂，祂所看重的卻冒犯到我們的正

義感。 

我們不尊敬軟弱的，貧窮的，粗魯的，沒學問的。耶穌卻喜歡與這樣的人在

一起，祂揀選的門徒，就是一群大老粗，祂到稅吏家，跟他們一起吃飯，在當時

的猶太人當中，如果你和他一起吃飯，就表示你和他有一個親密的關係。耶穌在

人看起來是夫子，是很聖潔、很高尚的，卻和“賣國賊”吃飯。  

 耶穌的榜樣：根據人被造的命定來對待他 

 耶穌就是把天國裡甚麼是重要的展現出來。在耶穌的眼中，雖然這些人不完

全，但是他們是照着神的形像所造的，他們有神的尊貴和榮耀，所以，耶穌就要

尊榮他。耶穌不是根據這個人的所說所行來對待他，而是根據他被造的命定來對

待他們，耶穌是根據這個人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對待他。 

耶穌呼召馬太來成為他的門徒，他是一個稅吏，過去是貪婪的，對錢很在乎

的，為著錢可以逆著自己的本性來欺壓自己的同胞，可是他改變了，成為耶穌的

門徒，會去愛人。還有那些稅吏、妓女，是世人所不齒的，覺得他們道德律很低

的、很差勁、很敗壞的，耶穌卻去尊榮他們，去他們家，跟他們吃飯，跟他們在

一起，跟他們有個親密的關係。於是，這些人就有改變。一個人被神尊榮到了，

會釋放極大的能力。神尊榮這個人，會使他脫去羞恥感、失敗感、懼怕，他會開

始變得尊貴、榮耀。 

耶穌來到地上，門徒形容祂：“道成了肉身，來到地上，充充滿滿有恩典，

有真理。”這就是一個不變的真理，神是愛。耶穌要把這個愛的國度、愛的文化

帶到這個地上來。所以，耶穌教導我們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當時的

猶太人所認為神是很神聖、高高在上的，連提祂的名都不能提的。但耶穌要我們

禱告是帶著一個親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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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意思是說：“你的名就是你

自己，你是那麼不一樣的，你是聖潔的，跟世人是那麼不一樣的，跟我們的想法

是不一樣的，是那麼美麗的。”神的國是愛的國度。“願你的國降臨”，就是一

個愛的國降臨在我們身上，因為神的國我們裡面，也在我們中間。也就是說我們

彼此對待的方式、交往的方式是照著天國的樣式來交往、來運作，神的國就會大

有能力彰顯在我們當中。 

 神的愛與人的愛 

人的愛跟神的愛有很大不一樣。人的愛常常是：“我愛你，我把你的前途

都預備好了，連錢也預備好了。” “小學、初中、高中讀什麼學校，然後進入

什麼大學，你就會一直往上去，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很好的家庭。” 並
不是你有很好的學歷，你就有很好的工作。也不是你有很好的工作，就表示你的

婚姻會很好。  

愛，是天國的文化，耶穌來到地上就是要打破世界的價值觀，世人所以為尊

貴的，在神看為卑賤。這麼多年下來，你會發現，神所說的都在應驗。現在很多

高學歷、高學府的博士用他學的化學藥品來摧毀不順著他的意思的女朋友。人的

愛常常是一個控制的愛。“我愛你，你要照著我的方法做。我愛你，給你的都是

好的。”給孩子，都是安排的好好的，然後就要他照著這樣。 

例如，孩子就很怕看血，看見血，就會頭暈。你卻要他拼命讀醫科，因為醫

科賺錢多。我們覺得：“連這點你都不能克服嗎？”我們很輕看人的軟弱，我

們沒有辦法接納人的軟弱。我們對他就是控制、要求，他就照著去做。所以，

很多孩子，包括基督徒的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就開始叛逆。 

 下一代的遺憾：控制之下沒夢想 

一個姊妹聽到很多人分享他們從小的夢想是怎樣，裡面就有一股很大的怒

氣，原來，她爸爸是校長，媽媽是老師，她的前途都是父母為她預備好的。她因

為很乖，聽話，功課也很好，但是從小到大沒有夢想。 父母就是給她安排好，

一步接一步，他們認為這樣做，孩子就會讀到碩士、博士，就會有收入高，然後

結婚生子。這就使孩子沒有夢想。我們當中也有人，他明明很喜歡幫助人，對人

很有興趣，很想幫助人成功，他想去學輔導、管理，但他媽媽要他去學會計，太

可惜了。 

我們常常沒有尊重我們的孩子的受造。神說：“每個人受造奇妙可畏。”也

就是神說，祂造我們每個人有個特別的心意、特別的命定。我們忽略這些，沒有

看見神在這個孩子身上的心意是什麼。我們只覺得，我們盡責任了。我們努力地

賺錢，省吃儉用，就是要讓他成功，讓他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師。  

 尊榮文化一：自由選擇與長大成熟 

我們不在乎神造他的特長、興趣、傾向、專長，而是要他照著我們的意思去

做，這就是人的愛。但是神的愛是什麼？神不控制我們，給我們自由選擇，甚至

祂冒著給我們的自由選擇會落入跟祂永遠的隔絕危險，但祂還是要給人選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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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只有你能夠自由選擇，才能夠選擇去愛或者不愛；唯有你能夠自由選擇，才

能夠成為一個長大成熟的人，才會分辨選擇對的，而不去選擇錯的；唯有給人自

由選擇，這個人才會開始產生一個自我控制力、自制的能力，因為是我自己選的。 

有些姊妹就是因為媽媽不許她嫁給這個人，她就是選擇要嫁給這個人，但結

婚後，就吵得很厲害，但是她會控制自己不離婚，因為是她選擇的。 

 天國尊榮文化二：彼此尊重 

天國的尊榮文化，就是彼此尊重，是有神的形象和樣式，他是一個自由的人，

我不去控制他。我們之所以沒有辦法去尊重別人，就是我們裡面有害怕，害怕失

控，害怕孩子會跌得很慘，害怕他會受傷害，害怕他會不成功，怕孩子將來沒飯

吃、沒有好的對象、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好的家庭，所以我們很多事都不放心他這

樣，我就讓他照著我所說的去做；我們害怕配偶不能夠升官，以至於我們對配偶

有很多的要求。我們裡面有各種不同的懼怕， 

但是，我們今天一定要明白，神跟我們來真的，我們也要對祂來真的，雖然

我們過去已很注意跟神的思想、神做事的法則對齊，但是在尊榮這一方面，特別

我們華人在這方面是完全不明白的。在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父母、老師很少尊榮

我們。從小被尊榮的人，今天就會成為一個尊榮別人的人。因為一個人從小得著

更多的愛，他就沒有受傷、沒有被拒絕、被貶損，他應該裡面比較有愛的能力，

所以你要更多去愛。 

耶穌來到地上，就是要把尊榮的文化、天國自由的文化帶到這個地上來，來

醫治這個悲慘的世界，因為分別善惡樹很根植在人的裡面，以至於我們很多人都

是很用力地在做許多的事，但是，我們的用意是好的，但為什麼結局不好呢？ 很
多孩子從小乖乖的，都很聽話，功課也很好，為什麼到了初中就變得讓人完全不

認得呢？他會變得悖逆、頂嘴，為什麼？因為他裡面有一股從小一直累積的怨氣，

累積了憤怒的能量，到了他身量長得大，與父母差不多的時候，或者比父母高的

時候，他的能量就釋放出來，是一個憤怒的能量，處處跟父母頂撞。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人的受造是尊貴的，神給人自由，人是沒有辦法被人

壓制、控制的。例如，埃及、利比亞等國家政權被推翻，因為那裡的總統都是以

強人治國，方式都很專制、很高壓，執政幾十年，都好像太平無事。但是結果被

推翻了。地上的國，地上的國都是在分別善惡的裡面，就不會根基穩固，只有神

的國，祂的寶座是建立在慈愛的根基上，就會一直存到永遠。 

 天國文化三：坦誠溝通，不怕衝突 

愛可以使人心服口服，表裡一致，不會是表面一回事，裡面又是另一回事。

有些人的人際關係有一些問題，常常問題出在一個害怕，怕什麼？怕衝突，所以

就不表達。但是，他就跟對方更疏遠。我們彼此之間就會有一個隔膜，一種疏離

感、一個冷漠在我們之間。 

所以，愛就是給對方自由，讓他可以發表他想要說的，可以解釋事實到底是

什麼，但人們為什麼不說？是因為很多權柄的態度是：“你別解釋了，別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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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反正就照著我說的去做就對了，你錯就認錯。”我們不給他解釋的機會，這個

叫做控制。 

天國的尊榮文化是非常看重自由，因為整個天國就是自由的。許多人是自由

的選擇願意為主殉道，都是在自由裡面選擇來全心愛主、事奉主，甚至把自己的

家全都獻上，他們都是在自由裡面所做。天國是充滿自由，充滿彼此尊重。我們

之所以沒有辦法尊重、尊榮別人，很多時候是我們在懼怕裡面，先不願意敞開我

的心，來讓你更多的了解我的動機、我的想法、我是怎麼這樣做的。 

 天國文化四：彼此相愛、彼此尊榮 

當你敞開了以後，會讓對方更了解你。藉著衝突、彼此的敞開、彼此尊榮，

因著在愛、在光明裡面彼此坦誠，你們兩個的關係反而會更近一步，有更深的了

解，因著了解而彼此相愛，不是表面的、有疏離感的、有距離的，而是一個真實

親密的關係。這個就是天國的文化要入侵、改變我們這個人，也是耶穌來到地上

祂所要做的。 

耶穌說，如果我們住在愛裡面，就住在神裡面，也就是藉著我們的話語、行

為，藉著我們的彼此對待，是在神的愛裡的對待，不是在人的愛中，這樣的對待

方式會讓神的同在豐豐富富在我們當中。 你相信嗎？神很在乎我們彼此是否如

此對待。 

一個同工，神要她對同工講話的時候態度溫和，神很在乎我們怎麼對待別人。

當我們彼此用天國的模式來彼此對待、彼此相交，神好喜悅，祂就被吸引來，住

在我們當中。 

 活著神的約中，在愛中無懼怕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

1：7） 

這裡講到說，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不是膽小、懼怕的心，常常害怕人

家不高興，怕被罵，怕衝突，以至於我不敢很坦然地活出神造我的尊貴和榮耀。

神賜給我們的是剛強，是有大能的，是仁愛、謹守的心，神賜給我們是有大能的。 

懼怕和愛是相違背的，所以，你不要常常活在懼怕裡面。當你活在懼怕裡，

就沒有愛，活在愛裡就沒有懼怕。懼怕是從分別善惡樹來都，是罪所帶來的結果。

罪帶給世界錯誤的價值觀，帶給世界極大的扭曲、傷害、痛苦。耶穌來到地上，

就是要解決這些事情，祂知道，只有愛能夠得勝罪。可是分別善惡樹所帶出來的

一個文化就是律法、規條、規則。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是被老師指正。我們有很多規矩、規條、規則，我

們就活在這裡面。但是今天，我們已經進入神愛的國度，這國度是一個大家庭。

可是，當我們犯規、做錯事，耶穌說：“我來為你承擔，我獻上我的血，獻上我

的生命，我接受一切罪所帶來的刑罰，我來承擔。”所以，耶穌在十字架上徹底

解決了罪和過犯的問題，我們過去、現在、將來所犯的罪和過犯，耶穌都用祂的

寶血已經獻上，成為一個挽回祭、一個贖罪祭，祂滿足了天父對罪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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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愛中，美麗聖潔 

天父愛罪人，但是，祂對罪很憤怒，因為罪玷污祂所愛的，就是那些照著祂

形象造的兒女，因著被罪迷惑，被罪玷污，而失去尊貴、榮耀、美麗和聖潔，所

以，天父非常憤怒罪。而罪一直在無孔不入地誘惑人、迷惑人，引人犯罪，然後

把人帶向死亡。所以，耶穌來替我們死，祂承擔了一切的刑罰。所以今天，耶穌

用祂的血與我們立了新約，我們活在新約底下的人，就永遠不需要受刑罰，不需

要活在怕犯錯，怕犯罪所帶來的可怕結局中。 

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呢？不是的，我們乃要專注於，我們是蒙了大

恩的人，要活在愛裡面，要積極地去愛。活在愛裡面，我們就會脫離懼怕，怕神

會討厭我，不喜歡我。神說：“我已經給你一個新的名字--神所喜悅的！”你不

管犯了什麼，你都是神所喜悅的，但你不可以為所欲為！當一個人被神欣賞，被

神疼惜寶愛，他會珍惜自己尊貴的身份，不想把衣服弄臟的，覺得現在好不容易

這麼美麗了。 

有一個姐妹曾經很胖，好不容易用一個方式瘦下來了，她現在就不吃糖了，

她很珍惜自己現在的美麗，就不願意隨便去做那些能破壞她美麗的東西，不再去

吃那些增肥的食物。當我們知道自己的尊貴和榮耀，就不願意隨便做那些傷害尊

貴和榮耀的事情。 

 人的尊貴，比神小一點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

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或作 神〕微小一點、並賜

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篇 8：3-5） 

大衛說，看到整個宇宙、銀河系、天空星宿是這麼偉大，人那麼渺小，人算

什麼呢？神哪，你為什麼這麼眷顧人呢？還把尊貴榮耀戴在他頭上成為冠冕，使

他美麗，叫他比神小一點。神給的是我們何等的尊榮，我們與祂一同復活，一同

坐在天上，連天使長都嫉妒，天使長羨慕到嫉妒的地步。 

為什麼神對人類那麼好？神說：“因為他們是照著我的形象造的，我讓他們

在地上就是代表我，我要藉著他們把天帶到地上來，把天國的尊貴、榮耀、自由、

喜樂、豐富、美麗藉著他們帶到地上來。”人就是這麼尊貴！提摩太書第一章說，

人只是比神微小一點，神要把祂一切的尊榮加在人身上，神吹了一口氣，神的靈

在我們裡面重生了我們，我們的靈就活過來了，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有大能的，讓

我們是可以去愛的，當然我們在地上的一些傷害扭曲，常常把我們裡面愛的大能

給壓制了。 

 見證：被父母棄絕之後… 

有一位姊妹的爸爸是日本人，在她兩歲的時候，爸爸就回日本去了，撇下媽

媽跟七個孩子。媽媽就到了另外一個城市去謀生。在她十二歲的時候，媽媽回來

了，就在家開賭場，給整個家就帶來混亂、黑暗、咒詛，她就恨她的父母。她結

婚以後來到美國，信了主，就願意饒恕父母。 



6 
 

後來，她寫了一封信給爸爸問好。結果，她爸爸回信讓她以後不要再寫信。

她就經歷二度被傷害、被拒絕。從以至於她跟天父之間就很有距離。五年前，她

來參加我們的特會，被天父的愛觸摸，上次參加天國尊榮文化特會，她就決定尊

榮媽媽，就打電話給媽媽。媽媽聽了就一直流淚。當你去尊榮一個人，用神的愛、

神的眼光去尊榮一個人，會帶著極大的能力進到這個人裡面。 

 如何對待犯錯、軟弱的人？ 

當人犯了罪、犯了錯誤的時候，你不要用分辨善惡樹的方式來對待他，你要

用天國的尊榮來尊榮他，你會使這個人除去他的羞恥感。當你去尊榮這個人的時

候，你就是在釋放神造他的呼召和命定在這個人的身上。當一個人犯罪犯錯的時

候，他常常忘記自己是誰，只覺得自己是個很糟、很敗壞的罪人，他會被羞恥感

所壓制、所淹沒。這時候，你不要去教訓他，因為他已經知道錯了，而是用神的

尊榮去尊榮他，會使他整個裡面開始有能力起來，他的裡面就會在愛中剛強起來，

就開始有愛的力量，他可以去解決，去處理善後。 

 不看他現在，看他的未來 

可是我們一般人犯罪後，就躲起來，遠離人群，不叫人看見我的失敗，看見

我竟然犯了這樣的大過，以至於仇敵就可以來摧毀這個人。而耶穌知道，世上沒

有一個義人。無論是亞伯拉罕，還是大衛，每一個人都有缺點，都犯過錯，但是

神是看他的未來，神不是看他的現在，神知道他會成為那樣的人。 

像彼得否認耶穌，這是很大的罪。因為耶穌說：“你在人前不認我，我在天

父面前也不認你。”但是，神知道彼得不是故意的，知道彼得是一時害怕而妥協。

這不是預備好要去犯罪。前者叫軟弱，後者叫剛愎任性，要執意去犯罪。神看彼

得會成為一個領袖、大有能力、祝福許許多多的人，他是對神非常絕對、忠心願

意為主去死的一個仆人。神不是看他現在犯的這罪，所以，神預先就對他講：“我

已經先為你禱告了，你起來以後要堅固其他的弟兄。”神是照著彼得的命定，會

成為什麼樣的人來看他。 

我很喜歡我們一個年輕弟兄寫的那首詩歌《阿爸對我笑一笑》，歌詞中說：

“我知道故事的結局，我在玻璃海上，在那裡一直向阿爸父唱--我愛你！我愛你！”

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我會有軟弱、犯罪，甚至不小心犯了罪，但是，神在我裡面

的靈是有大能的。而且，聖靈在我裡面，會幫助我完成神對我的呼召和命定，只

要我不放棄。 

 務要尊敬眾人，即使他軟弱 

你看見別人的價值，是因為他們都沒有犯錯，表現得很好，做事很有果效，

成績也很好，就覺得可以尊敬他。當發現他犯了罪，就要受不了他，就棄絕他。 
很多教會的領袖、牧師，因一時的軟弱犯了罪，整個教會就分裂了，一大群人就

棄絕他而離開。當他離開教會的時候，他自己也受傷害，因為他曾把權柄美化成

一個完美的人，這個夢破滅了，就受不了了，就離開了。他是持守著錯誤的價值

觀，是世界的價值觀，是從分別善惡樹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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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的價值觀是，對於一個人不小心犯了罪，神不是好驚訝，要開會解決他

的罪，耶穌說：“我已經解決了，兩千多年前就解決了，而且，我跟他立的約就

是聖靈住在他的裡面，他會悔改的，他悔改以後，會更有能力來愛神，會更有能

力活出一個謙卑天國的樣式。” 

我發現，有很多教會的領袖，當他們犯了罪以後，如果教會可以用天國的尊

榮文化來帶領他們，這些領袖們會成為 謙卑的領袖、 有憐憫、 有愛的領袖，

因為他曾經軟弱過。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彼得前書 2：17） 

1）尊敬君王？當時的君王是暴君、是殺害基督徒的。但是，彼得是活在天

國的尊榮文化裡，他要大家要尊敬君王。當神的兒女活出天國的尊榮文化，就可

以改變這個世界，藉著他們真實活出神國度的尊榮、尊貴和榮耀，整個逼迫他們、

壓迫他們的羅馬帝國被翻轉過來，基督教成為他們的國教。當我們真實活在天國

的文化，活著尊敬眾人的文化裡面，整個世界就會改變！ 

 你們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

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彼得前書 3：7） 

2）敬重妻子。因她比你軟弱，所以你要敬重她。我們對於軟弱的人是輕看、

瞧不起，覺得累贅、麻煩。但神說，即使她動作特別慢，做事特別容易搞砸，你

要敬重她。我們為什麼沒辦法敬重，就是分別善惡樹的毒吃得太多了。那個毒，

就是很注重事情、果效、能力、對錯，所以，我們沒辦法尊榮軟弱的人。但是，

神注重的是祂愛的生命，謙和、謙卑、溫柔、忍耐、恩慈、憐憫的生命。天國都

是看重這些，會使我們的關係很好。如果我們一直在分別善惡的眼光、世界待人

處事的方式裡面，我們的關係就會變得很緊張。 

 從神的眼光看他的優點 

神造我們有一個優點，就有那方面的缺點，有些人做事不是那麼精明能干，

動作比較遲緩一些，效率也不那高，但他們都很善良，很有耐心、愛心，做事很

細心，別人一找他，他就會跟人慢慢談，所以事情就一直沒做好。 當我們開始

進入天國的尊榮文化，世人就會刮目相看，因為我們能尊榮那些讓你很受不了的

人。  

 給自己取一個新名字 

另外，你也可以給自己取一個新名字。有一位姊妹的性格就是比較緊張、嚴

肅、容易憂慮，她就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壓力，也會給她旁邊的人帶來壓力，她就

給自己改名字叫“歡暢”。 這就是天國的樣式，天堂裡是充滿了極大的喜樂，

阿爸父的笑聲充滿在天堂裡面，會讓邪靈、黑暗權勢震動。歡暢，歡喜暢快就好

了，不要常常注重分數多少。 

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去尊榮別人，因為我們太活在分別善惡樹的毒素裡

面。而神看我們是不是盡力，但是我們活在分別善惡這個根基底下，就會在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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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親愛的家人，你看重什麼？你看重你的孩子在歡喜暢快裡面學習？還是你只

要他功課好，可是他每天活得緊緊張張，脾氣很大，對媽媽爸爸都會吼叫呢？  

天國尊榮文化先要落實在我們教會裡面，我們才能祝福眾教會，我們大家也

會變得更輕鬆、更自由、更快樂。我去過好多已婚夫婦的家，我幾乎很少聽到笑

聲。而天國充滿笑聲，充滿了讚美的聲音，充滿了美善，沒有成績，沒有分數。

當你做錯事，只要認錯就好，就不會接受刑罰。  

 用話語尊榮對方 

天國尊榮文化就是這樣，當你孩子做錯事了，當你配偶搞砸了，你就說：“我

知道你是盡力要做好的。”你尊榮他，就會使他做得更好。還是你勊他，讓他哭

一頓，他會更自暴自棄。 

 在神的光照中改變自己 

國瑞以前常與太太在大區長會中唱反調。後來，主就光照國瑞，因為他過去

所受的教育就是要找出電腦程式錯誤的地方， 神也讓他改名字叫【黃合一】，

神說，合一不是表面的，而是從心裡認同，去跟人合一。  

 與人認同合一，給人殊榮 

 如果你不脫離從小受的教育，你一直持守“對錯的原則”，你就會變得很

尖銳，事事都要非把錯解決不可。不是說不要解決錯，而是說先要尊榮這個人，

先去跟人“認同合一”。當我們有和好的關係，才有辦法一起來解決問題，當人

在責備、被審問，被罵的時候，他很難去跟你合一。 

 我們要一定要脫去過去的教育、環境帶給我們的轄制，天國的尊榮文化就

是愛，是極大的愛的恩典、尊榮的恩典臨到我們的身上，我們也這樣去對待別人，

尊榮就是把對方的地位提高起來，賦予他殊榮，賦予他特殊的榮耀，用這樣的方

式去改變每一個人，因為神就是這樣改變我們。 

  那姊妹因在聚會裡深深被阿爸父尊榮到，就改變了。尊榮可以那麼大地改

變人，她就變得喜樂起來了，她孤兒的靈，孤兒的心就脫落了，跟阿爸父開始有

一個親密的關係，她對阿爸父開始敢撒嬌，開始用親密的話語來禱告，也敢跟阿

爸父講她裡面的無奈。她脫離了那個疑問似的、形式性的禱告方式。 

 尊榮，創造一個喜樂、自由的氛圍 

 你知道嗎?人需要被恢復本來的尊貴和榮耀，神一直藉著先知，藉著整本聖

經一直要恢復我們的尊貴的榮耀。當人對你發預言，你要記下來，要常常再看。

我很喜歡聽每一位同工的先知性的預言，很喜歡看阿爸父是怎樣看這個人的？好

讓我也這樣對待他。 

 我們的眼光要改變，要常常去問對方，而不是直接教導他。 我們比較習慣

用教導的方式，覺得：“我這樣已經是很愛你了，我花那麼多時間幫你，這就是

我對你的愛！”這不是在一個尊榮文化裡。神看他為尊為寶，我也要這樣對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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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有這樣的認知，我們整個生命就開始不一樣了。尊榮，就創造一個喜樂、

自由的氛圍，是一個天堂的氛圍在我們當中。當我們彼此尊榮時，我們就會成為

一個 有創造力的民族，因為我們是在阿爸父的自由、喜樂裡面過生活，是行在

祂的尊貴和榮耀裡面。  

很多年前，我是正經八百的人，但我一直在改變，因為我一直禱告，求主幫

助突破我的慣性。當我一直禱告，願意突破我的慣性，我發現神造我其實是很快

樂的孩子，我也很喜歡聽笑話，也很喜歡聽幽默的話。當我越快樂的時候，我也

越會多講出幽默的話來。每一個神的孩子都有神喜樂的基因，你有耶穌自由的基

因，是不被環境、不被人所轄制、所控制的。 

謹守就是自制，就是說，我是一個可以管理自己的人，不會因為你對我的不

禮貌、不尊重，我就不尊重你，也把你罵回去。即使你和我的意見不一樣，你不

尊重我，我還是一樣尊榮你，這個就是謹守的心，就是我有自制力，我是那麼尊

貴、榮耀，我要活出跟我身份相稱的生活形態，以及人際關係。當我們每一個人

都這樣，神的同在就會越來越豐富。 

 問：用長筷子夾菜往自己嘴裡塞…是哪裡人？ 

在一桌宴席中，每個人都有一雙好長、好長的筷子，每個人都要夾菜，都要

夾菜往自己嘴巴裡塞，就永遠都吃不到。因為那筷子太長了，人們也不知道怎麼

樣能夾到自己的嘴巴來，這群人就是地獄裡的人，因為他就是只想到自己：“我

要吃，我....”所以，他什麼都吃不到，他就在地獄裡。天堂裡的人就不會想到

我，他就想到一直給別人吃，結果每個人都吃飽，都吃得很快樂。 

尊榮不是別人要尊榮我，否則我們又活在分別善惡的裡面，但你要活在天國

的尊榮文化裡面，就是只想到去尊榮別人，都不會想到自己。這樣，每一個人都

會吃飽，吃飽了神的愛，就活在神的愛中；吃飽了神的尊貴和榮耀，就活在神的

尊貴和榮耀中。 

 問題討論： 

1. 什麽是天國文化？什麽是地上的文化？所看重的有何不同？聽完主日信息，

你有否被光照？在哪些思想、價值觀、言行態度上，你沒有活在天國文化的裡面？

你會採取什麼行動去改變？ 

2.  什麽是尊榮？你曾有尊榮人或被尊榮的經歷嗎？那時，別人或自己有什麽改

變嗎？請分享你的見證。 

3. 在什麽方面或對什麽人，你不容易去尊榮？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例如：

懼怕失控？懼怕去溝通，卻內心很不滿）你打算如何學習並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