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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2021 主日信息：基督裡的新身份 - 高約瑟牧師】 

經文：彼前 2:9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題是：基督里的新身份；我們一生當中都會擁有很

多不同的身份，就好比一個姐妹，她在教會裡面可能是個同工，她在婚姻裡面是一個妻子，在家

家庭里她是一個母親，到了職場她可能是個上班族，等到下班以後她又要兼家庭主婦。有很多不

同的身份，而每一個身份也都意味著不同的責任，有不同的意義。但是你有沒有思想過一個問

題，當你我信了耶穌以後我們得到了一些新的身份，而這些新的身份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關

鍵。當我們很清楚知道我們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們才能夠活出神兒女的尊貴。當我們更能夠肯

定知道我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我們就不會很容易做出一些有失身份、不合身份的事情。到底基督

徒擁有哪些新的身份呢？讓我們一起來看，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 

 

經文：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前言： 

這段經文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基督徒有四個新的身份。而這段經文一開始說：「惟有你們

是.....」 ，「惟有」 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人」  只有某一些人，是哪些人呢？就是

你跟我這一些基督徒。因為彼得前書基本上是寫給教會，教會在耶穌基督里得到了新的身份。

「惟有」 這兩個字就是要強調這個身份是何等的獨特。這是中文的聖經，但是是英文的聖經不是

用「惟有」，英文的聖經是用 「 But you are.....」 ( 但你們是）「但」 這個這個字就說明

有一些人根本不是，為什麼呢？所以英文版比較強調，我們之所以擁有這些新的身份的原因，而

這個原因就記載在剛才我們所讀的這一節之前的那一節，也就是彼前 2:8b “他們既不順從，就

在道理上絆跌…” 他們就是不信耶穌的人 

 

他們不接受耶穌成為他們生命的主，他們就在道理上面絆跌，在救恩裡面失落，以至於他們就得

不到這些獨特的身份，得不到這些榮耀的身份。今天不管你我在今生、不管你我在地上擁有什麼

樣的身份，我們都必須要更看重我們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如此，我們才可以活出上帝的心意，如

此，我們才可以活出神所給我們的使命。到底什麼是「基督裡的新身份」呢？從剛才所讀的經

文，我們可以看到有四個新身份： 

 

1. 被揀選的族類---基督裡的地位 

2. 君尊的祭司-----基督裡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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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潔的國度-----基督裡的生活 

4. 屬神的子民-----基督裡的價值 

 

第一個身份就是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就是要說明我們在基督里有一個新的地位。第二個身份就

是君尊的祭司；需要強調我們在基督里有一個新的權利。第三個身份就是聖潔的國度；要教導我

們基督裡我們要過一個新的生活。 

 

第四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要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价值。今天我们要从这四

点来思想基督里的新身份对你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 

 

1. 被揀選的族類— 基督裡的地位： 

“被揀選” 這三個字我相信我們都非常的熟悉，不會很陌生，因為我們從小到大我們都要經常被

揀選。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們要參加比賽，我們必須要被老師、被學校揀選我們才會成為代表去參

加比賽。等到我們長大以後我們申請大學，申請大學在美國你可以選擇你要的學校，但是你也必

須要被學校所篩選。等到你畢業以後你應徵工作，你就必須要受到老闆、受到公司的揀選。等到

你想要交朋友、想要結婚的時候，你要選擇對象，別人也在選擇你，你一樣是要被揀選。這些被

揀選的經驗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我們要被人揀選，被人揀選所帶來的結果，不管你選中還是沒選

中，它的影響都是非常的有限，都只限於在今生而已。但是在這裡告訴我們說，我們是被揀選的

族類，這個意義不一樣，我們不是被人揀選，我們是被神揀選，而這揀選的結果不只是影響今

生，是影響到我們的永永遠遠。到底我們被揀選有什麼樣的意義呢？讓我們一起來看這段經文我

們就知道： 

 

ａ. 被揀選的意義: 

弗 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5 預定 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  

 

我們被揀選，來得著救恩；我們被揀選，來進入神國；「被揀選」 這三個字就表示我們沒有被淘

汰。「被揀選」 這三個字就表示，我們沒有被棄絕。不只如此第五節還告訴我們：「 我預定我

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被揀選使我們的地位完全改變，我們得了一個新的地位。

我們本來是一個罪人，最後我們有了一個新的地位，成為神的兒女。弟兄姊妹你有沒看到這是何

等的尊榮，這是何等的地位，我們完全被改變。說到這裡就讓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出

巡的時候，突然在馬路中間就叫他的車隊停止，他看到遠遠的有一個年輕人，這個年輕人是蓬頭

垢面，衣衫襤褸，儼然就像一個流浪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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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叫他的部署把這一個年輕人帶回宮殿，經過沐浴更衣把他打扮的人摸人樣以後，他的臣子就

把他帶到國王的面前。國王就對這個年輕人說：你長得很像我失去的兒子，今天我要在這裡公開

的宣佈你要成為我的兒子。就在這個霎那之間麻雀就變成鳳凰，一個流浪漢就變成了王子。這不

就是我們的經歷嗎？我們被揀選的意義就是我們本來是個罪人，但是我們卻成為了神的兒女。弟

兄姐妹你感不感恩？故事並沒有因此而結束，這個流浪漢雖然外面像個王子，但是他裡面的生命

仍然有流浪者的那顆心，從什麼地方看出來呢？他住在宮殿里有很多的小動作，尤其他走在庭院

裡的時候，不知不覺地看到有東西就會撿起來放在口袋里，當他看到果樹上面長滿了水果的時

候，他想摘下來吃，他就要左顧右盼，要偷偷摸摸，看到沒有人的時候才把它摘下來，為什麼？

因為他仍然像個流浪漢一樣，他雖然有王子的地位，但是他沒有活出王子的那個身份，他需要被

提醒。你我也一樣需要被提醒，我們必須要被提醒我們是萬王之王的王子和公主。所以我們才可

以活出這個被揀選族類的地位。當我們瞭解了我們被揀選的意義，我們必須要知道為什麼我們會

被揀選？我們被揀選的原因是什麼？ 

 

ｂ. 被揀選的原因: 

弗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 是神所賜的。 9 也不是出於行

為，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必須要知道，人揀選你往往因為你有條件，因為你很好，因為你很美，因為你很帥，因為你

很有本事，但是神揀選我們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這裡說得很清楚，我們被揀選來承受基督的救

恩，完全是因著神的恩典，也藉著我們的信心，他說：「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

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聖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人再好的行為在神面前都只像一件骯

臟的衣服一樣，沒有一個人可以誇口說：我們的生命是好到一個地步，神不得不揀選我們。我們

之所以會蒙揀選的原因是什麼？不是因為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們之所以被揀選，完全是因為

我們的神是一位什麼樣的神。我們被揀選不是因為我們有多麼的可愛，而是因為我們的神就是

愛！神就是愛，所以我們才會被揀選。我們被揀選不是因為我們的生命有多完全，我們被揀選是

為了要彰顯神救恩的完全。 

 

19年前我有一個領養兒子的經歷，今天我跟大家來分享，這個經歷讓我有很多的學習。就在 19

年前有個機會我們回到台灣的鄉下，有一個人，他要把他的兒子讓人家領養。當時我們並沒有完

全決定，我們要看看這個孩子健不健康？看他長什麼樣子？我們才要做最後的決定。當我們看到

他的時候，他才出生 21天，看到他張開眼睛的時候，我們就愛上他了。我們看到他雙眼非常的明

亮，看起來非常的健康，所以我們就領養了他。 

 

就在我們整個領養的過程當中，有一個社工跟我們說的一番話，也給我上了一個很重要的課。他

說：你們領養到一個很健康的孩子，這是很好的，但是你們知道嗎？有一些小孩是被預定的。我

聽到有什麼樣的人被預訂，小孩被預訂？他接著就說：因為在國外有很多很有愛心的父母，他們

要領養的對象必須是外在有殘缺，必須是他肢體有障礙，他先天就不健全的，那些孩子是被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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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兄姐妹這讓我想起我們不就是如此的原因被神揀選嗎！縱使我們有瑕疵神還揀選我們，縱

使我們不完全神還是揀選我們，神在我們做罪人的時候揀選我們，讓我們在基督里不斷地被修

剪，你有沒有看到我們被揀選的原因？你感不感恩？當我們發現我們被揀選的原因我們就知道，

就像一首兒童詩歌一樣：God is so good!  就因為 God is so good!  所以我們被揀選，不是因

為 I am so good  所以上帝才揀選我們。當我們發現我們被揀選的原因以後，我們就必須要進一

步的思想，我們被揀選到底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 

 

ｃ. 被揀選的目的： 

我們都知道美國每一年都會辦一些選美，其中有一個選美叫做 「妙齡小姐選美」；而這些參賽者

她們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和條件，就是她們年齡必須要大過 14歲，但是必須要小於 19歲。我們

都知道那個年齡層的孩子，基本上都還是學生，都還在上學。這個主辦單位，之所以辦這個選美

是有一個特別的目的，也就是被選中的人她有一個任務，就在她選中之後的未來一年裡面，她要

到校園去宣傳什麼是美，她並不是要教導別的學生怎麼樣化妝，怎麼樣打扮，怎麼樣保養身材，

她要教導的是怎麼樣能夠彰顯生命真正的美，那個所謂內在的美。而那個美就是要遠離暴力，遠

離仇恨，遠離種族歧視，遠離毒品，遠離艾滋病，要活得健康那就是美，換句話妙齡小姐的任務

就是要成為美的代言人。今天我們一樣是蒙揀選，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就在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

裡面已經告訴了我們，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的後半段告訴我們說：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

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宣揚誰的美德？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誰是這一位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呢？

不就是耶穌基督嗎？我們今天蒙揀選是有個目的的，就是要宣揚基督的美德！我們要宣揚基督的

良善，宣揚基督的美好，我們要成為耶穌基督的代言人，我們要能夠見證耶穌基督！說到代言，

我就想起過去這段時間裡，有很多為產品代言都出了問題。我記得幾年前在香港有一個影視大

哥，他為一個洗發水來代言，最後被發現那個洗發精裡面含有致癌物，所以這位大哥就背了黑

鍋，他也付了不少的代價。2008年中國大陸發生三鹿奶粉事件；毒奶粉，那一樣是有人代言。在

台灣也有很多電影明星代言所謂的面膜、化妝品，也一樣出了問題，不但沒有使皮膚變得更好，

差一點還要毀容。你知道嗎，這些代言人最後都受到社會的制裁，受到輿論的抨擊，為什麼？因

為他們所代言的產品出了問題。今天我們要為耶穌代言，不是我們所代言的對象有問題，耶穌基

督是絕對的美。今天我們之所以會有問題是因為我們這些代言人有問題，因為我們不夠美，所以

我們沒有辦法成為耶穌基督代言人。親愛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到我們第一個新的身份在基督里

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要能夠為耶穌代言，我們就必須要能夠思想，每天都

要思想我們被揀選的意義是什麼？就是要成為天父的兒女，我們要活出天父兒女的那個尊貴。我

們必須要思想我們被揀選的原因是什麼？我們被揀選的原因就是為要彰顯上帝的慈愛！我們必須

要能夠每天都思想我們被揀選的目的是為了要宣揚基督的美德！你、我、有活出這等的身份嗎？ 

 

2.君尊的祭司-基督裡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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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曉得在舊約世代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當祭司，祭司必須是利未支派，一定是要亞倫的後代，

就是非常少數的人才可以有這樣的權利可以當祭司。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那世代的人，他們就很

想當祭司，不只是平民百姓想當祭司，就是連君王都想當祭司。我們都知道以色列的第一個王掃

羅，他就是太羨慕要當祭司而走火入魔，他不是祭司卻跑去獻祭，所以他就得罪了上帝。事實上

第二個王大衛，雖然他沒有擅自去獻祭， 

 

但是大衛曾經也穿著祭司的衣服，在那裡跳舞、在那裡歡呼迎接約櫃。三千多年來，大家都在思

想為什麼大衛要那麼做？最合理的答案就是因為大衛也羨慕成為一個祭司。為什麼？因為祭司是

神給我們的一個權柄，我們要成為祭司不是那麼樣的容易，是耶穌基督附上寶血的代價。今天我

們要知道到底君尊的祭司是得到什麼樣的權利，我們就要來看出埃及記的第 29章 29節: 「亞倫

的聖衣要留給他的子孫，可以穿著受膏，又穿著承接聖職。」 

 

亞倫的聖衣要留給他的子孫，不能留給隨便的人，是要留給他的子孫。事實上這句話你如果仔細

讀，意思是說：亞倫的聖衣只能留給他的子孫，換句話就是說你如果沒有亞倫的血統，你永遠沒

有機會成為祭司。你看到這個權利沒有？亞倫的後代才可以成為祭司，什麼樣的權利呢？就是他

們可以穿上聖衣，穿上聖衣是什麼意思呢？穿上聖衣這裡告訴我們說：可以接著受膏，不止，後

面還有一句話，受膏就是讓你成為祭司，但是後面這句話你一定要讀出來，又穿著承接聖職。換

句話就是穿上聖衣成為祭司，就可以服侍神。承接聖職就是那一套的聖衣就是所謂祭司的工作制

服，也就是事奉的制服。 

 

ａ. 身穿圣衣：成为事奉者 

今天我們要看到，成為祭司的一個權利就是我們身穿聖衣，我們可以成為一個事奉神的人。你有

沒有看到能夠事奉神是一個權利，我們很多人不知不覺就把事奉當成好像是一個責任，把事奉甚

至當成一個重擔。你有沒想到事奉是神給我們的恩典，並不是我們給神一個恩惠，我們必須要能

夠看清楚，成為一個君尊的祭司我們得著了一個事奉神的權利。而這個聖衣裡面有一個最代表的

一件就叫做「以弗得」。 「以弗得」 的外表很像一樣東西，就是圍裙。你想什麼樣的時候我們

會穿上圍裙，睡覺的時候我們不會穿圍裙，是要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服侍的時候才穿上圍裙。

而這個「以弗得」還有一個腰帶，這個腰帶就象徵著我們要有一個僕人謙卑的心，今天你看到沒

有，我們今天要身穿聖衣，也就是我們要穿著以弗得，我們來謙卑的事奉主。但是，很遺憾的就

是有很多基督徒，在客觀上已經是君尊的祭司，但是主觀上他並沒有成為一個事奉的人，他沒有

穿上以弗得，他穿上的是另外一個東西，那樣東西跟圍裙同樣都有一個「圍」，那樣東西叫做 

「圍兜」。我們知道圍裙 VS 圍兜都有「圍」，但是我 「圍」 的地方不一樣，它的意義也完全

不同。穿圍裙就表示你要成為個事奉的人，但是你如果兜著圍兜的話，就是你要受人的服事。親

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在基督里得到了一個新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到底你有沒有活出這樣的身份，

你常常服事主、你常常服事教會、你常常服事小組、你常常服事弟兄姐妹，還是你一直不斷地受

人的服事？你要受人的餵養？你只是天天都帶著圍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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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七月份我們教會就有個機會，我們要實體聚會，我們需要更多人來服事，我們需要更多的領

詩、領會、侍琴、招待，兒童主日學老師，青少年的教導的輔導，我們很多的需要。是的，你今

天願意嗎？你有沒看到這一個權利呢？你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機會？你願意好好的把握在我們教會

實體聚會的時候，你穿上以弗得，身穿聖衣成為一個真正事奉耶和華的人，好讓你可以活出君尊

祭司的身份嗎？你願意嗎？君尊的祭司是我們在基督裡面的權利。這個權利不只是身穿聖衣，祭

司還有另外一個權利，那個權利是一般平民百姓沒有的權利，那個這個權利就是進入會幕。 

 

ｂ. 進入會幕：來到主面前 

進入會幕；其實很多人都可以進入會幕，但是會幕裡面有聖所，只有祭司才可以進去，到底這是

什麼意思呢？我們來看一段經文就可以明白：利 9:23  「摩西亞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

福，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 

 

摩西亞倫就是祭司，他們不但是祭司，他們還是大祭司，他們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福，耶

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耶和華的榮光就象徵著神的同在。換句話就是他們出來服事的時候，

他們祝福百姓的時候，耶和華悅納他們的侍奉，為什麼？我們必須要從這段經文看到兩個動詞，

非常關鍵的動詞，一個就是 「進入」；一個就是 「出來」；不只要看到這兩個動詞，我們還看

到它的優先次序，是先進入才出來，換句話就是祭司必須要先進入會幕，才可以出來服事。今天

很遺憾的就是有很多的君尊的祭司、有很多的基督徒沒有進入會幕，沒有來到主面前，沒有來親

近神就出來在小組、在教會裡面忙裡、忙外、忙東、忙西。這不就是為什麼今天普世的教會軟弱

無力，很多的事奉徒有形式的主要關鍵的原因嗎？ 

 

因為我們不像是一個君尊的祭司，我們沒有看重我們的權利，因為我們沒有進入我們就出來，我

們必須要進入會幕，這會幕裡面要強調的就是聖所。我們進到聖所的意思是什麼？聖所裡有三樣

東西：第一樣就是陳設桌；上面有陳設餅。進入會幕就是你來到主的面前，領受神的話語，讓神

天天供應你，你要拿著金香爐向神獻上聖徒的禱告。你要看到那個金燈台，你要天天能夠受到聖

靈的光照，你有活出這樣的一個權利嗎？你像是一個君尊的祭司嗎？你是個事奉的人，你進入會

幕，你常常親近上帝嗎？弟兄姐妹，你要這樣的思想，一個人若是“沒有”，他怎麼可以“給

“呢？若他沒有領受，他怎麼可能傳授呢？今天你怎麼可能沒有進入會幕，沒有來到主前，就出

來服事呢？但願我們每一個人不只是客觀上是一個君尊的祭司，我們主觀上活出君尊祭司真正的

身份。 

 

3.聖潔的國度-基督裡的生活： 

「聖潔」 ；聖潔這兩個字我們經常在講，到底什麼是「聖潔」？事實上有很多人對聖潔有一個模

糊的觀念，但是並沒有真正明白聖潔真正的屬靈意義。我從小在教會長大，小時候的想法「聖

潔」 就是不要沾染污穢，我們口不要出穢言，我們不要做那些壞事，如果你是個學生，你就不要

違反校規，如果你是個大人，你不要違反國家的法律，這就是聖潔。弟兄姐妹你有這樣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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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你覺得奉公守法、覺得只要不作奸犯科就是所謂的聖潔嗎？如果你有這樣的觀點，你必須要

看一段聖經，讓你有一個全新的看見。 

 

出 29:36 「每天要獻公牛一隻為贖罪祭。你潔淨壇的時候 ，壇就潔淨了，且要用膏抹壇，使壇

成聖。」 

 

這裡告訴我們說：每天要獻公牛一隻為贖罪祭，這是耶和華吩咐摩西讓摩西要告訴亞倫和他的後

代，每天都要獻公牛要成為贖罪祭。祂說：「你潔淨壇的時候 ，壇就潔淨了」 我們都知道公牛

成為贖罪祭，這是預表基督耶穌為我們捨命，為我們的罪捨命來塗抹我們。這裡說「潔淨壇的時

候 」，「壇」 就是一個器皿，就象徵著我們這些事奉的人，當耶穌為我們捨命的時候，我們的

生命就潔淨了，我們的罪就被塗抹了。事實上有些英文版的聖經，把這個「潔淨」 翻譯成： 

purify 或者 sinless  沒有罪了，因為耶穌已經把我們的罪遮蓋了。但是如果這就是聖潔的話，

聖經應該停留在這裡，可是並不是如此， 

 

後面還有一句，後面說什麼？當我們潔淨了以後 「且要用膏抹壇，使壇成聖」。 這段經文就告

訴我們 「聖潔」 不是只有一件事，聖潔可以把拆開來是兩件事：第一就是潔淨；第二就是要成

聖；我們往往只想到潔淨，我們以為潔淨就已經是達到了神聖潔的標準，事實上潔淨只是一個最

基本的要求。我們不能夠每天帶著罪，但是真正我們要追求的目標是要成聖。就好像一對夫妻，

他們不吵架、他們也不打架，難道他們就是模範夫妻嗎？如果一個信徒他不偷不搶，我們的稱他

為聖徒嗎？不是的，今天潔淨跟成聖是兩碼事，今天我們被耶穌的寶血所潔淨，但是我們必須要

不斷地追求走這條成聖的道路。到底什麼是成聖呢？「成聖」 這個字在原文裡面最明顯的就是告

訴我們要有分別。 

 

提後 2:20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21 

人若自潔，脫離卑 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 

 

在這裡告訴我們在大戶在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金器銀器，有分別）也有木器瓦器；（木器

瓦器，有分別）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貴重的、卑賤的有分別）這就告訴我們，我們要

成聖的話，我們要有分別，我們分別還不夠，我們要分別我們還要如 21節所說的：「自潔脫離

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我不曉得你讀這段

經文，你有什麼樣的領受？這段經文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我相信我們很多人家裡面都有各種不同

的碗盤，我們平常用的就是那些很普通的碗盤，可是有特別的場合，有人就會拿出那些鑲著金

邊、鑲著銀邊的那些特殊的碗盤，那些碗盤就是為特別的用途而預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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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生也是有一個特別的用途，這個特別的用途就是要被

主所用。今天你要能夠分別被主所用的話，我們就必須要成為貴重的器皿，我們就要脫離卑賤的

事。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思想什麼叫做成聖？我們就以為說身為一個基督徒，只要我們的道德

沒有污點，我們的行為沒有很明顯的瑕疵，或者是我們的標準比一般社會的人更高一點，我們就

已經是非常的聖潔，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很多時基督徒喜歡問一個問題，到底神的兒女可不可以

上夜總會？可不可以常常交際應酬？可不可以上夜店？問這些的問題。事實上今天在疫情的時

候，我們都看到我們的兒女整天都在電腦上面玩遊戲，到底可不可以？上帝的兒女可不可以這麼

做？上帝的兒女是不是每一天都沈迷於那些連續劇？上帝的兒女到底可不可以打麻將？這也是你

的問題嗎？事實上我們今天要思想的是另外一些問題，這些事情可不可以做？ 

 

你上電腦絕對不是犯罪，但是你必須要思想的不是你有沒有在電腦裡面玩遊戲，而是你整天在那

裡玩遊戲，你覺得你會成為貴重的器皿嗎？我們都知道看電視也不是什麼罪，但是如果你每一天

看電視，天天早晚都迷著看那些電視連續劇，你覺得你看完了連續劇以後，你可以合乎主用嗎？

打麻將也不是什麼罪，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如果你打麻將打到三更半夜，打完麻將以後你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嗎？這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這是我們要思想的問題，弟兄姐妹，今天我們到底要

追求的是什麼？我們要追求的是成聖，我們必須要能夠合乎主用，因為我們的身份是聖潔的國

度，不是聖潔的人。「國度」表示有一個「國」，有國就有權柄；有「國」就有律法，你知道在

神的國裡面最高的權柄就是上帝的心意。神的國裡面的那個律法就是聖經的真理，今天我們要活

出聖潔國度的身份，我們就必須要活出神的心意，我們就是活出聖經的真理！你願意嗎？ 

 

 4.屬神的子民-基督裡的價值： 

這在提醒我們，我們在基督里有一個新的價值。說到價值，就讓我想起另外兩個字，跟價值很

像，但是意義不太一樣，就是「價格」。但是今天很多時候因為我們的價值觀扭曲，所以很多有

價值的東西被價格化。就比方你送人一個東西，那個東西就被貼上標籤，那個東西就值$ 50 塊，

好像你的愛心就只有值$50塊。事實上就是價值被價格化，其實愛心是無價的。今天我們必須要

能夠看清楚，到底我們的價值是什麼？在我們看到我們的價值是什麼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瞭解世

界上的人他們的價值觀是什麼？ 

 

ａ. 一般人的價值：在於擁有什麼 

一般人的價值是在於你擁有什麼？你擁有什麼樣的學位、你擁有什麼樣的外表、你擁有什麼樣的

財富、你擁有什麼樣的能力，來決定你的身價。換句話，你擁有越多你的身價就越高，這是世界

上人的一個價值觀。但是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的價值不在乎我們擁有什麼，而是我們是屬神的

子民，我們的價值是在於我們被神所擁有。我讓你看一樣東西你就會明白這個真理。這裡面有一

件晚禮服，這件晚禮服看起來很漂亮，但是你如果知道它最後被拍賣的價錢你會嚇一跳。2016年

就在拍賣場以最高標$4,800,000美元出售，為什麼呢？是因為它的質料非常的高檔嗎？是因為它

鑲金包銀嗎？它上面吊著很多的寶石，所以它價值才會這麼高嗎？不是的！它的質料顯然是不

錯，但是他的質料不是決定它的價值，它之所以有這麼高的價值就一個原因，因為這一件晚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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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屬於某一個人擁有的。那個人就是在美國五六十年代非常有名的電影紅星瑪麗蓮.夢露。瑪麗

蓮.夢露穿著這一件晚禮服，就在約翰.甘迺迪第 45歲生日的時候，也就是 1962年 5月 29號，她

穿著這件晚禮服唱生日快樂歌。 

 

這件衣服之所以可以賣到$4,800,000美元的原因，完全是因為它被瑪麗蓮.夢露曾經擁有。親愛

的弟兄姐妹們，你們有沒有思想過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ｂ. 基督徒的價值：在於被神擁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價值，事實上你若到博物院你就會發現。有很多東西如果從它的質地來看的

話，都是一些非常古舊的破銅爛鐵，但是那些東西是非常有價值。就好比是康熙的煙斗，乾隆所

坐過的那張木椅子，甚至是慈禧太后拿來抓癢的那一根不求人，你若拿去拍賣的話，可以換好幾

部車子，甚至可以買一棟房子，為什麼？因為它的主人、因為它原來的主人。所以使它這個東

西，這些破銅爛鐵成為有價值的東西。你我本來沒有什麼，但是神擁有了我們以後，我們在基督

里就有一個新的價值，因為神擁有我們。 

 

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有沒有辦法真正理解，我相信我們基督徒頭腦上都理解，我都一直理解，我

一直理解神擁有我，所以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但是你有更深的體會嗎？你真正的感受到你有這

樣的價值嗎？我很誠實的告訴你。這樣的理解只是我頭腦的知識，我有這樣深刻的體會和感受，

是在十幾年前的某一天，2008年的某一天，二月的某一天，當我動了一個脊椎的手術以後，當我

從手術房推出來，我的麻藥漸漸退了，我醒了以後，我才發現我的右半邊已經完全的癱瘓，完全

不能動。那個時候我生命的價值觀突然完全改變了，就在那個時候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突然變成一

點價值都沒有。再好的車子對我來講已經沒有價值，因為我只需要一張輪椅。再大的房子對我來

講已經沒有價值，因為我每天只睡在一張病床上面。再漂亮的衣服對我來講也沒有價值，因為我

需要穿的就是醫院所提供的病人袍。再好吃的山珍海味也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我完全沒有胃口。

弟兄姐妹就在那個剎那之間我的價值好像完全被顛覆，有價值的東西完全變成沒有價值，我發現

我的生命一點價值都沒有。 

 

也就在那個時候我突然發現我有一個新的價值，弟兄姐妹那個價值是基督裡面的價值，就在那個

時候神的一句話就提醒了我，好讓我能夠從那個非常低的形象裡面，發現了我自己的新價值，而

那段經文就記載，在以賽亞的 41:9 「你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 並不棄絕你。」 

 

就是最重要的前面四個字；「你是我的」 ，神說：「你是我的」， 我擁有你，你是屬神的！弟

兄姐妹夠不夠？你我是屬神的子民，夠不夠？你可以從那個低落的形象裡面重新看到我們裡面有

神的形象，你有沒有重新發現那個價值呢？我知道很多人有自卑感，有很多人會自我詆毀，常常

會覺得自己不如別人，你會覺得說我好像沒有哥哥那樣聰明，沒有弟弟那麼會讀書，沒有姐姐那

麼漂亮，也沒有妹妹那樣八面玲瓏，你比不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那個人是誰？那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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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嗎？不是我們自己嗎？你有這樣子的想法嗎？你常常覺得你不如人嗎？我要告訴你，今天你必

須要在基督里找到你真正的價值。不要忘記我們裡面有神的形象，那個形象是無價之寶，讓我們

活出在基督裡面的新身份，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子民！ 

 

結語： 

林前 6:19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 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

們不是自己的人。20因為你們是重 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從這段經文我們一看就發現保羅的觀念、保羅的教導，跟彼得是完全吻合、完全一樣。這段經文

能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的身體只不過是個瓦器，真正的寶貝是在我們裡面，上帝的靈，聖靈在

我們裡面。但是我們不要錯過這裡面的一句話，就是 「你們不是自己的人」，我們是屬神的人，

因為我們是用耶穌的重價把我們買贖回來的，我們是屬基督的。屬基督的我們就有一個使命，我

們的人生就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就是我們要在我們的身子上面榮耀神！要如何我們才能榮耀神

呢？今天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一條路，就是藉著我們活出基督里的新身份，我們來榮耀神！讓我們

來活出我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如何榮耀神？ 

活出“基督裡的新身份”來榮耀神 

被揀選的族類----認識我們的地位 

君尊的祭司-------看重我們的權利 

聖潔的國度-------分別我們的生活 

屬神的子民-------發掘我們的價值 

 

我們能夠很清楚的認識我們的新地位，那個地位就是神的兒女，讓我們活出神兒女的那個尊貴來

榮耀神。我們的第二個身份，讓我們活出我們是君尊的祭司，讓我們能夠看重我們的權利，看重

我們可以事奉神的權利，我們忠心謙卑的來服事萬王之王，我們藉著這樣的事奉來榮耀神！我們

今天可以活出聖潔的國度，我們每一天都過分別的生活，讓我們可以合乎主用！讓我們成為貴重

的器皿我們來榮耀神！讓我們可以活出屬神的子民！讓我們可以真正的來發現我們的價值是在耶

穌基督里，使我們有美好神的形象，活出那樣的形象來榮耀神！你願意嗎？如果你願意的話，弟

兄姊妹今天讓我們來到神的面前來唱這首詩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