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世之王 

有面子吗? 

爱 
我们的归属在哪里? 

 
它出于我们的关系

和面子 . 

不过 , 这一切有什么

意义呢? 
 

以下的历史叙述会解答这些问题 . 



 

1

起初 . . .  

唯一真神创造世界和其中所有的生命, 祂赋予世

界秩序, 让它成为祝福之地. 

神按照祂的形象造男造女. 我们享有父王的脸. 

神是人类的天父. 祂呼召人类在创世中代表祂. 

因此, 我们欠神尊荣.  

2

创世之王设计世界成为祂和祂的百姓共同的住所. 

祂要这一切享有祂的圣洁. 神决定借着关系祝福世

界. 只要祂的百姓尊崇祂, 就会享受彼此的合一. 神

的国度本应当是正义之地. 

唯一真神计划用人类大家庭使全地充满祂的荣耀. 

只要他们爱他们的父王, 世界就会有和谐. 

神 



 

 

1

这个世界怎么了? 

从我们的始祖开始, 我们宁愿爱被造物也不要爱创

造者. 我们离弃天父换取吃喝, 面子和财富. 虽然神

创造人类来反映祂的荣耀, 他们却羞辱神的名.  

因为人们在父王面前丢脸, 所以人类既疏远了神, 

又彼此离散了. 耻辱玷污了人类大家庭. 人的悖逆

2

带来分裂和死亡的咒诅. 人们欠神他们的生命.  

因为恐惧, 人们争着要面子，希望找到安全感和

快乐. 我们信任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关系网, 而不是

天父. 我们利用关系谋取利益.  

神的王族背叛祂, 他们选择分帮结派而且占领祂

的国度. 当人触犯和得罪王的时候, 这就是“罪”. 



1

但是有一个福音！ 

创世之王计划翻转世界的咒诅, 祂与一个叫

亚伯拉罕的人立约, 应许透过他的后裔祝福

全世界. 从亚伯拉罕开始, 神创建一个国度,

叫以色列. 使它作万民之光.祂把他们从奴役

中解放出来, 从而彰显祂的全能和恩典. 祂供

给他们国土, 饮食和律法. 

神至尊的律法是用来揭示祂的品性和旨意. 这样,

律法荣耀神, 帮助人们. 

憧憬正义的社会. 它暴露人的罪,教导祂的百姓

过圣洁仁义的生活. 

2

神要住在祂的国民当中, 所以祂命令他们建造圣殿

来象征祂与他们同住. 祂建立以色列作为君尊的祭

司和圣洁的国度, 就是敬拜唯一真神的人 (出埃及

记 19:6). 神计划用祂与以色列的关系来祝福万民. 

然而, 以色列没有遵守约定. 他们的宗教变成纯粹

的传统. 他们的心刚硬.他们宁愿要别人的称赞也

不要神的赞许. 

 

1. 神如何向亚伯拉罕和祂家人揭示祂自己 

 

2. 神对祂子民的旨意是什么？ 

 

3. 以色列有了什么问题？ 



  

尽管如此, 神是公义的. 祂不会放弃对祂

百姓的应许. 祂一定会恢复他创造的世界, 

又做万民之父. 

天父派祂的儿子耶稣作世界唯一真王. 神

透过祂实现祂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 神从

以色列中兴起耶稣作为救主, 封祂为“基

督”. 这位天子拨乱反正. 

耶稣传扬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

国近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马可福

音 1:15). 

祂不但教导神国是什么样的, 而且医治病

人，关怀社会弱势群体. 人们经常仅仅爱

自己人, 然而耶稣爱所有人. 祂也战胜神的

仇敌, 如魔鬼, 疾病, 不正义的权威等. 

耶稣挑战社会传统思想, 又暴露人的真面

目. 因此, 当时的社会领袖反对祂, 煽动老

百姓拒绝他. 



1. 神为何差派耶稣来到世界？ 

 

 

2. 耶稣在生活中如何尊崇神呢？ 

 

 

3. 人们怎么回应耶稣？ 

 

虽然他没有犯罪, 人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将他处死. 尽管他本应得到人们的降服

和尊崇, 人们却羞辱他. 人们自私的心是污秽的. 他们不要给神尊荣.  

然而, 这一切都出于神创世以前所预定的旨意. 神起初的计划就是让耶稣基督在十字

架上作为赔偿, 还清人类欠神的债. 虽然人们敌对祂, 但是我们的王——耶稣, 仍然愿

意担负人类堕落而来的的罪恶, 拿走咒诅. 

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完美地荣耀天父. 大家实在想不到基督这样得胜! 

 



  

1

神天父扭转局面. 

耶稣被埋葬坟墓里，第三天, 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从人类始祖开始到现在,死亡似乎掌管今生今世. 其实,

基督推翻了一切在今世中反叛神的. 他借着复活战胜

死亡，成为生命的王. 任何效忠于他的人不再作惧怕

的奴隶.  

神以复活为耶稣辩白，从而称祂的百姓为义. 虽然

我们丢脸,但神在基督里挽回我们的脸. 父神使忠于基

督的人成为祂名下的儿女, 重建人类大家庭. 他们被称

为“教会”. 

耶稣洗净他们的污秽. 所以,神的圣灵住在他的百姓中

间. 他们是神的圣殿, 就是神的住所. 

 

2

神藉着圣灵改换人的心,让人效法基督,并给他们自由

得以过圣洁的生活. 神的儿女被尊为君尊的祭司. 

创世之王翻转他们的世界观,命令人们降服于王——

耶稣. 这包括为他们可耻的行为和内心悔改. 跟随基

督的人在万民中成为大使, 诏告天下:“快与神和好!” 

但是,神天父颠覆世界的荣辱观. 世人误待他的百姓,甚

至拒绝他们. 神以什么为耻, 人反倒以什么为荣.  神以

什么为荣, 人反倒以什么为耻. 

 



1

神的百姓有美好的盼望.  

耶稣复活了以后, 他升天到父神那里去.他已经

坐在天上至高者宝座的右边. 神的儿女等候他

儿子从天降临.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与他一同得荣. 神会使他

们复活, 获得荣耀的身体, 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

样式. 人类的大家庭会破镜重圆. 全民相亲相爱. 

神藉着耶稣终究会战胜他的仇敌, 尤其是死

亡; 审判不愿意降服于他的人. 这样父王洗雪他

2

们所遭受的耻辱和冤屈. 

我们的创世之王会建立新天新地. 按照他

的本意和应许, 使世界成为他与人类同住的圣

殿. 万族万民组成一个圆满的大家庭. 

神要恢复和谐, 使全人类“认识神荣耀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巴谷

2:14). 

创世之王真有面子！ 



这福音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 . . 父神接纳你回到祂的家庭. 根本上, 你

的身份不根源于血缘, 国籍, 文化, 社会地位

和成就. 相形之下, 我们的亲友和居住之地是

我们所侍奉的领域. 

. . . 创世之王分别你为圣. 神从耻辱和污秽中

把你解放出来. 祂赦免你的债. 信徒不再做

欲望的奴仆. 现在,你今生今世成为王室代表, 

而不是做神的叛徒. 

. . . 你因恩典而属于基督在万民中的教会.尽

管我们还不是完全, 信望爱是神百姓的特征.

所以, 我们在当前的世代算是客旅和寄居的.

我们集体地敬拜唯一真神, 查考圣经,向神祷

告又服侍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进入这个伟大的叙事，  

神会改变我们身份!! 

 

既然耶稣已经作王了， 

 

那么你是否愿意信服 

这个福音叙事呢?? 

 

 

如此的话， 

 

耶稣会使你和神天父和好 

并给你丢不了的脸 .  

 



改变思维. . .  .  
 

这叙事重讲世界的真正历史. 这些事实牵涉到每

个民族,部落和个人. 我们分享共同的历史,问题

和需要. 人类只有一个希望——耶稣基督. 偶

像、意识形态和所有其它的寄托都不能救我们. 

我们应该像神一样看世界. 我们必须看这个叙事

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叙事. 我们要认同唯一真神透

过基督在历史中所做的. 

对于世界和治权来说, 我们要放弃旧有的原则和

预设. 信徒要透过神所揭示的话看待他们自己和

别人. 神的话语就是圣经. 

神呼召所有的人——包括你们——悔改所有不

反映神的圣洁的一切, 就是任何没有荣耀祂名字

的事. 

你认同耶稣为王吗? 

你效忠于耶稣基督吗? 

如果你们真的接受 

这福音叙事，  
那么神会重塑你们的  
思维,心意和行为！ 

头 手 

心 



 

有新的心. . .  .  
 

你们怎么知道你是神天父的儿女呢? 

人要有真正的信心. 这涉及到我们改换忠心, 特别

是我们脸面观. 基督就是我们最高的喜乐.  我们不

要追求人的面子, 而要向往享有神给我们的脸.  你

愿意放下属世的面子吗? 

你寻求谁的脸? 
 

神的灵赐给信徒新的心. 他们力求尽心尽意尽力爱

神父王. 像天父一样, 神的儿女乐于看神的尊崇.   

自然而然,他们的意图是要爱人如己.  耶稣的跟随

者渴望仁义, 纯洁, 信实, 孝道, 和睦以及其它的美

德.  神在人的心中培养谦卑而不是骄傲.  

信心不仅仅是私人信仰，而是公开表现出来的的

忠心. 因为基督的门徒有完全不一样的盼望,他们

认同彼此. 他们得到全新的归属感！ 

圣灵开始改换你的心吗?  

你要信服神为父王吗? 

力求有转变的生活. . .  .  
 

基督徒谦卑地算自己为耶稣的仆人. 他们或吃或

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基督的爱心驱

使他们真正地顺服主耶稣. 这种服从不仅仅是习

惯，传统和职责. 

神托付给儿女使命. 他们因奉祂的名而要在世界

反映祂的荣光. 神以圣经叙事教他们如何效法耶

稣基督. 他们为神的缘故，愿意付跟随耶稣的代

价. 其中包括各种苦难,失去关系，甚至舍命.  

然而, 你们在心里乐意接受这福音而加入新的家

庭, 就是教会; 福音要传给万民.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徒属于基督的教会, 互相爱护又视同手足.  

因此基督徒们对彼此有义务. 

作为基督徒,你们继承了天职. 我们因着圣灵的能

力宣告神的国. 我们一家人共同追求圣洁的喜乐.  

这样,我们让世人瞥见将来的世界——基督再临

要来重造的新天新地,那个很有福的世代. 

你想要加入创世之王的国度吗? 

你的归属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