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需要：神对于将来的旨意 
 
 
概观陈述 

有罪的人离了神的光景是毫无盼望的。神对于败坏堕落的人的怜悯和祂荣耀的旨意包括赦

罪，恢复人与神的关系以及恢复被破坏的受造之物。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救赎并且

应许在耶稣再来时的美好未来。 
 
基本概念： 

1.   罪打破了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受造物的关系。 
2.   有罪的人毫无盼望并且要承担神的震怒。 
3.   借着耶稣的死，人得蒙赦免，一条恢复人与神和人与受造之物之间关系的道路因此

敞开了。 
4.   神应许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全然更新所有的一切。 
5.   我们要参与重建那曾被毁坏的，并且要传扬这福音直到耶稣再来。 

 
预期效果 

1.   目前： 
a.   能够全面领会并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课程的主要内容。 
b.   计划并迈出新的一步来回应本课的主要内容，进而参与恢复重建某一因人的

不顺服或罪而被毁坏的事物中。 
2.   将来： 

a. 明白神的计划是要人与祂同工来恢复人与神，人与人及人与受造物之间已经

破裂的关系，直到耶稣再来。 
b. 以领袖的身份传递神在所有已经破裂的关系中的旨意，并激发信徒参与到神

的这一旨意中去，直到耶稣再来。 
 
 



人的需要：神对于将来的旨意 
学员纲要 

I.          回顾 
 
 
 
 
 
II.        简介 
 
 
 
 
 
 
 
III．主题经文：罗马书 1: 21 
 

A.   是什么改变了神从“看着甚好”（创世记 1: 31）到心中忧伤后悔造人在地上（创

世记 6: 6）的看法? 
 
 
 

B.   你认为这两个看法中的哪一个反映了当今人类的景况？ 
 

 
 
 
 

IV.        下列这些经文说明了人离了神之后的光景如何？ 
 
• 创世记 6:5 

 
 

• 罗马书 3:23 
 
 

• 以弗所书 2:1 
 
 

• 罗马书 2:5 
 



 
V.         神对于已经堕落败坏的人的态度是怎样的？ 
 

• 约翰福音 3:17 
 
 

• 腓立比书 2:5-11 
 
 
 
VI.       神对于将来的旨意是什么？ 
 

• 以赛亚书 11:4-9 
 
 

• 以赛亚书 61:1-4 
 
 

• 约翰福音 14:1-4 
 
 

• 罗马书 8:21 
 
 

• 启示录 21:1-4 
 
 

• 马太福音 19:28 
 
 
 
 
VII.     关键概念的巩固 
 
 
 
 
 
 
 
 



VIII.    应用 
 
A.   个人思考 
• 你在你的周围和社区中看到哪些败坏和堕落的景况？ 

 
 
 
 

• 无论是个人还是教会，我们在与社区中那些受着伤痛的人们分享神对于未来

的旨意这一好消息方面做得如何？ 
 
 
 
 

• 你预备怎样来向这些人描绘神将来的旨意？ 
 
 
 
 

• 神的这一福音与那些正在苦难中的人有什么关联？ 
 
 
 
 

B.   委身和计划：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通过以下的几个层面，服事你所在社

区中的某个有需要的人，从中看到神对于将来的旨意。 
• 全新的 
• 切实的 
• 具体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 
• 可分享的 

 
圈出 
 
智慧 
 
物质 
 
属灵 
 
社会 

 
事件： 
         
人物： 
 
时间： 
 
地点： 



人的需要：神对于将来的旨意 
课程叙述 

 
人的堕落 

在这一周中，你曾耳闻目睹或经历到哪些人性堕落败坏的例子？你目睹了哪些物质层面的问题？

有哪些疾病、死亡以及贫穷？你经历了哪些属灵层面的问题？有哪些罪恶、拜偶像以及败坏？你

发现了哪些社会问题？有哪些破裂的人际关系，社会不公，或是其他？堕落败坏的例证随处可

见！当我们看报纸和电视，或者观察我们周围那些正在发生的事物时，所看到的是数不胜数的堕

落与败坏。 
 
罗马书 1: 21 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堕落败坏：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这一节经文描绘了一幅破碎的人们所陷入的暗淡的景象。这与我们在创世记 1:31 的经文所描述的

截然不同，那里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在几章之后，在创世记 6:6，圣经却说神后悔造

人在地上！是什么改变了神的看法？是由于人的不顺服：人类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 
 
事实如此：不仅仅在创世记中，而且整本圣经都讲述了神所创造的人悖逆神的道路。如果我们诚

实的来面对自己，就知道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光景。我们不顺服，我们没有照着神 初设计和

选召我们的样式去生活。 
 
人离了神的光景是惨淡的。这一点，在我们周围的环境或是报纸中随处可见，并且圣经也确认了

这点。创世记 6:5 告诉我们，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罗马书 3:23 提醒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旨意。以弗所书 2:1 说我们因为没有神，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后，罗马书 2:5 告诉我们若

没有神的干预，我们终将要承受神的震怒。 
 
在教导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查考以上这些经文并且要求学员们分成小组。每一个小组拿一张

纸，在纸的下半部分画一幅代表人没有神的光景的图画。我们鼓励他们有创意地想象。我们必须

全面了解人类的败坏堕落。你如何描绘人没有了神的败坏的光景呢？ 
 
是的，人离开了神的光景是如此的堕落不堪。但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堕落。在约翰福音 3:17，我们

了解到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不是要审判堕落败坏的人。腓立比书 2:5-11 提醒我们基督以仆人的样

式甘愿倒空祂自己并且替这些堕落的人死。我们的神何等奇妙，祂对于我们的堕落有一个救赎的

计划。这对全人类来说实在是个好消息。 
 
神对于将来的旨意 

圣经也确认神对于将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以赛亚书 11:4-9 中有平安和丰盛的异象。以赛亚书

61:1-4 指出我们将会有份于神恢复万物的计划。在约翰福音 14:1-4 我们听到耶稣说祂去原是为我

们预备地方。罗马书 8:21 应许我们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要从因败坏所致的束缚里释放出来。在启

示录 21:1-4 中，我们看到一个没有死亡，没有眼泪也没有痛苦的美好未来。 后，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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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告诉我们耶稣会以君王的身份再来。神对于将来有一个计划，而这计划的美好是超乎我们想

象的！ 
 
在教导这个课程时，读完上述经文，请学员们回到各自的小组中分享他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哪些

神关于将来的计划。然后再回到他们起先画过的那张纸，在纸片的上半部分画出能够代表他们从

经文中读到有关神对将来的美好旨意的图画。你会画些什么呢？许多小组都对神将来的旨意赋予

了精细的描绘。一个简单的图例来形容神将来的计划可以是画一个三维的椭圆，在上面写上“没有

死亡，平安，丰盛，神与我们同住”。 
 
这些完成的图解突显了人离了神的破碎光景与神对于将来的美好旨意之间的强烈对比。在我们堕

落败坏的光景中，人心日趋邪恶败坏，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旨意。人离了神，就毫无希

望。事实上，没有认罪悔改的人终将要承受神的震怒。 
 
但是，神差了耶稣来拯救我们，而不是定我们的罪。将来是平安和丰盛的。我们也要参与恢复破

碎了的万物。耶稣正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有一天，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也都要完全脱离败

坏。神不但深爱祂所造的人，同时祂将来的旨意还包括要医治一切受造之物。祂的那些现在破碎

的受造物将会有一天完全脱离败坏的辖制。罗马书 8:19-20 告诉我们，这个释放将关系到神儿女

“荣耀的自由”。那时，再没有死亡，痛苦和眼泪。耶稣会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再来。列国都要见

证，承受及享受神荣耀的祝福。启示录 21:24 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

荣耀归与那城。”神的计划包括完全医治破碎的万民、受造之物并列国万邦！ 
 
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当然是个极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个好消息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

可以在破碎的黑暗之下等待将来的拯救，或是我们可以有份于神对于将来的异象。 
 
以下这个故事可以进一步说明。几年前，孟博 (Bob Moffitt)在秘鲁的利马访问期间，遇到一位名

叫鲁迪(Rudy)的年轻人。鲁迪那时刚成为一名基督徒不久，他的生命经历了彻底的改变。鲁迪是

属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对穷人满了怜悯，也迫切希望与他们分享福音。 
 
于是他决定做点什么。一天他带着满满一袋子的福音单张，坐公车去利马偏远地带的贫民窟。他

下了公车，朝他看见的第一个年轻人走去。鲁迪说：“你好，我叫鲁迪，你叫什么？”那年轻人回

答说：“我叫胡安(Juan)。” 鲁迪接着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胡安说：“我失业了，现在没有工

作。我很饿，还有一堆的麻烦事。” 鲁迪听后就从他的袋子里拿出一份福音单张说：“看看这个！

这个单张会为你提供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年轻人回答说：“我不需要你的单张。我知道里面的

内容，说的都是耶稣。我不需要你的耶稣！” 鲁迪回答说：“但是耶稣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祂要你

永远与祂同在。” 胡安却说：“可我现在要的是面包”。鲁迪告诉胡安： “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看一

下这个单张，真的会对你有帮助。”结果胡安说：“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看你的耶稣的。”于是他

拿过单张，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放进嘴里。正当鲁迪看得目瞪口呆之时，胡安慢慢嚼动他口里的单

张，然后把它吞了下去，对鲁迪说：“我告诉过你！我不需要你的耶稣，我要的是面包！” 
 
当鲁迪向孟博讲述这个故事时，泪水淌到脸上。他说：“我意识到除非我也带着面包，否则我根本

无法向穷人传讲耶稣。”于是鲁迪召集了一些朋友，开了一家面包店卖面包。他们用所得利润，买

了食物带去贫民区，分发给穷人并传讲耶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应该听听胡安所要传递的信息。



这个世界是个非常非常破碎的世界。那些绝望了的人们说：“我知道你们有关于将来的好消息，但

是有没有适用于我的现状的好消息？” 
 
有的！虽然罪阻碍了神对世界的美好旨意，但是神的计划是要完全恢复祂的意图。虽然将来的医

治还有待于实现，我们还是有理由现在就让人有真实的医治和重建的盼望 。神呼召祂的子民成为

将来基督掌权的国度在现今的预表。完全的恢复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临到，但是现在，属神

的子民有责任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扩张和“占领”神在地上的国度1，直到祂再

来。 
 
神给祂的子民机会来参与有史以来 伟大的计划。神让我们来做管家。我们的行为会有永恒的影

响。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的每件事都不会是无足轻重的。那个在神殿里捐了两个小钱的寡妇从

来也不曾想到她所捐的会有 2000 年的影响。同样的，我们所行的也会对后代产生影响，远超过我

们现在所能知道或看到的程度。假如我们今天的教会会众能够明白他们的生命和神对于人类现在

及将来的美好旨意之间的关系，他们就会看到这就是他们生或死的 大意义2。 
 

 
 
 

                                                 
1 路加福音 19:13(钦定版圣经) 
2 本段课程叙述中有些段落直接取自于同一作者孟博(Bob Moffitt)所著《假如耶稣是市长》(If Jesus Were 

Mayor)一书。 获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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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ed Resources (参考资料): 
 
Harvest Website  www.harvestfoundation.org  Sections:  ?? 
 
Disciple Nations Alliance online course:  www.disciplenations.org/resources/course.  Section:  Wholistic 
Ministry 
 
If Jesus Were Mayor, Bob Moffitt and Karla Tesch, Chapter 5 pp. 31-34;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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