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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神的期望太高了吗？ 
 ...祂的计划非常伟大！ 

山姆十七岁时第一次离开家。以前他在家乡的小乡镇
念过几年书，如今他来到一所位于首都的大学。第一次上
课就令山姆大为震惊：一个班级就相当于他家乡全校的学
生那么多，此外，老师开始列出这一年他希望学生做到的
目标──课外阅读、作业、测验、口头报告、研究计划等等，
这对他来说是绝不可能达成的！山姆变得非常沮丧！ 

山姆不明白并非每样都是当天就得完成的，此外老师
也会协助他，这就是老师的心意──帮助山姆达成这些学习
目标，山姆会渐渐进步。每一次上的新课都是以所学过的
课程里获得的知识为基础，那些目标 后会达到。 

当我们观察神伟大的计划的时候，会和山姆有同样的
感受：看起来太庞大了，甚至是不可能！按照我们天然的
能力的确是不可能。但是有了神，一切都是可能的。在本
课中，我们将研读神对我们的期望。同时，也要看看当我
们为了达成祂为我们的生活所定的目标而寻求祂时，神会
为我们做什么呢？以及祂能透过我们做什么？ 

本课中你将学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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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很大的期望 
神赐下大有能力的帮助 
当我们失败时神不会停止祂的工作 

 

本课将帮助你... 

    说明神对我们的期望 
    说明我们如何能够完成神的期望 
    说明我们的失败不会破坏神对我们的计划 
 

神有很大的期望 

目标 1.认识为什么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达成祂为我们所
设定的目标。 

    当你在神的计划中和神共同合作时，你会拥有令人兴
奋的未来。祂对你的计划是美好的，也是永久的。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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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思想在神的计划中，祂为我们所定的一些目标，尤其
是要看到神希望我们都能达成目标，由于神能帮助我们达
成这些目标，祂也能成就为我们各人生活上所定的计划。 

改变 

罗马书 12：2 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完全被改变。我想
大部份的人都希望被改变。但是，当他们想尽办法模仿其
他人或偶像时，他们可能只改变了某一些表面的东西。难
道这就是神对我们全部的计划吗？祂希望我们只是外表
上成为某些看来似乎很好的人的复制品吗？这么做似乎
很难，甚至是不太可能的。此外，如果我们真的成功了，
又有什么价值呢？你一直在思想神的计划有多伟大，而我
们却只是成为了别人的复制品吗？这想法似乎不太相称
吧！ 

改变远超过模仿和复制。改变是神计划的关键所在。
若是没有太多改变，神对我们的计划是无法达成的。 

法利赛人只是模仿宗教行为，他们并没有被改变。注
意耶稣在马太福音 15：7-8 怎么说他们，“假冒为善的人
哪！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
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难怪他们不爱仇敌，我们不是
生来就爱仇敌，也不是生来就能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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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山宝训中(马太福音 5-7 章 )，我们看到这么多耶稣基
督的命令，除非我们被改变，否则是绝对做不到的，。 

或许，你已经面对着一些似乎是神期望你要达到的
“不可能的”某些事情。 

习题 

1 以下左边是一些圣经中的行为，先读这些经文，然后和
右边所描述的人相互配合。 

a)马太福音 5：40 
b)马太福音 5：44         1）一个努力模仿的人 
c)马太福音 6：2          2）一个被改变的人 
d)马太福音 6：5 
e)路加福音 6：36 

顺服 

前一课我们学习了神期望我们顺服的事实。当我们渴
望能顺服，神也希望我们顺服时，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的
吗？事实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成为我们顺服的拦阻。 

圣经里有一些命令是主动性的，也就是我们要做某件
事；而有一些则是被动性的，我们要求愿意让某件事情做
在我们身上或是经历某件事。我们会发现，靠我们自己要
顺服这些被动性的命令是不可能的。主动性的命令也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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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遵行的，因为这要我们做一些违反我们本能所愿意做的
事。 

甚至是在我们已经被改变之后，仍然会发现行正直的
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我们努力行出正直，以符合耶稣
基督所设立的标准的时候，也同时经历到其它各种的力量
的影响，这些力量似乎都将我们带入错误的行为或态度
里。 

习题  

2 请阅读罗马书 7：21-23，并在笔记本上写出下列问题的
答案。 

a) 使徒保罗所经历到的冲突是什么？ 

b) 他对这种情形有了什么样的解释？ 

并不是保罗创造出这个律,他只是观察到自己里面有这
个律在活动着,这个律破坏了他想完全顺服于所知道的和
所想行的善。 

成长 

很明显地，除了改变和顺服，神也期望看到我们成长。
祂不要我们一直是属灵的“婴儿”，祂要我们能够长成“孩
童”， 后长成“成人”。当我们成长时，就开始决定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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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什么能使我们做正确抉择的，什么是带给我们
稳定的。当我们成长时，不但学得更多，也从接受变成给
予，从总是学习而变成能教导别人。但是，我们现在谈的
只是发现神计划的第一步，要想教导别人，似乎是个很远
的目标！ 

习题 

3 读下列各段以弗所书的经文，圈出描述属灵成长的经文。 

a) 2：4-5 
b) 4：13-15 
c) 5：1-2 

4 下列哪个句子 能说明“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来完
成祂对我们的期望”？ 

a) 初信者无法期望神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b) 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都反对行神旨意的世界

里。 
c) 我们天然的欲望并没有引导我们朝向神希望我们所

做的。 
d) 真正了解神对我们的期望相当困难。 

神赐下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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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分辨我们在属灵成长的过程中神所担负的部份，和
我们自己需要担负的部份。 

    神对你的期望太高了吗？你会让神满意吗？神会不
会帮忙呢？ 

我们刚提到一些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这些目标不像
乍看之下那么互不相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表明神在我们
身上所做的不同的工作。 

我们曾经强调在神的计划里，这些目标是基本的，而
且是对每个人的期望。神如何帮助我们达成这些目标呢？
让我们回顾读过的一些内容，来看看神会透过什么事帮助
我们遵行祂的计划。 

神改变我们 

 

毛毛虫变成蝴蝶是自然界的一大奥秘。毛毛虫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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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蠕虫类 有关系，它是爬行动物，即使它想飞也没办法
飞。我们怎么可能认为它美丽呢？但是神在它的生命结构
里计划了改变。当它才开始爬行的时候，神的期望却是要
它会飞。这样的改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为了以后能成为蝴蝶，毛毛虫在它化为蛹时就“死”
了。不是毛毛虫要学会飞的，它天生是爬行动物；而蝴蝶
天生是飞翔的。这种改变叫做蜕变。这不是毛毛虫努力模
仿蝴蝶的结果，而是内在改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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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5 请阅读下列经文，哪一个是基督徒经历蜕变 佳的描
述？把它圈出来。 

a) 加拉太书 2：19-20。 
b) 以弗所书 1：9-10。 
c) 彼得后书 1：10。 

毛毛虫的蜕变 能说明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罗马
书 12：1-2 说到，神期望我们的改变就是这种毛毛虫的蜕
变。注意，只有在我们心里有了新的生命原则时，它才会
发生。就如我们说过的，毛毛虫不是靠努力改变了自己，
是神放在它里面的生命使它变成蝴蝶。同样地，我们必须
也要顺服于神放在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之下时，才会被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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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 请阅读罗马书 12：1-2，在笔记本里写出下列问题的答
案。 

a  ）保罗要求我们做什么？ 
b  ）我们应该让神做什么？ 

神的能力会在我们身上工作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任务只是和神协作时，就很容易看
到神“被动性”的命令。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哪些事情呢？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吗？例如以弗所书 4：17-6：
20 告诉我们很多表达基督教信仰、学习效法基督的实际
方法，而这些方法也是需要我们去操练的。但是，如果靠
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些要求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们在以弗所书 2：10 读到，神创造了我们，而且是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些善行列在以
弗所书 4：17—6：20 里。然后在以弗所书 3：20 告诉我
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想想看，我们所求的和神的大能大力差得很远，但那
样的大能大力却在我们心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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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到过保罗心里运行的“律”，这“律”阻碍了保罗
完全的顺服，这“律”也运行在我们每人心里。如果这“律”
这么强，会不会限制神对我们的计划呢？至少保罗在他生
命的某一点上，觉得这“律”控制了他，让他不去做那些他
知道且应该做的事。但在罗马书 8：1-4 提出了这种两难
状况的解答， “律”的功效被消除了(罗马书 8：1)。取而代
之的是神的能力在我们心里运行。 

神差遣祂儿子帮助我们，祂现在依然藉着圣灵的能力
帮助我们。神对你的计划不只是要你去做某些事，而是希
望与你同工，也由你去经历来完成这个计划。 

圣经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
在配合神的工作时，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行出神在我们
生命中的计划与倚靠神所赐的帮助之间的平衡。这个真理
是记载在腓立比书 2：12-13：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
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习题 

7 以下叙述是关于我们如何达成神为我们设立的目标，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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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 好的叙述。 

a) 当我们决定拒绝跟随世界时，就使我们的心意更
新，得以顺服神。经由努力尝试，使我们能够成功地
达成目标。 

b) 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并寻求顺服神。同时，神的
大能就运行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我们一起朝向祂
为我们所设立的目标。 

c) 神控制了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愿意行出正直。由于
神所设立的目标很困难，因此为了帮助我们达成，神
做了一切必须做的事。 

 

 当我们失败时，神不会停止工作 

目标 3.选择正确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很坚定地
说：我们的失败，不会破坏神对我们计划。 

在明白神的计划，遵行祂给我们的指示时，有一件事
我们不喜欢去面对它：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失败。失败的发
生，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或软弱，但有时候，我们甚至
连我们的动机都胡涂了。虽然有“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以弗所书 3：20 )和“神始终在我们心里运行”(腓立比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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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事实，但我们还是会失败。 

神对罪提出了解决的方法──饶恕、重生。但如果我们
重生之后失败了，又该怎么办呢？失败会改变神的计划
吗？我们是否因失败而只能完成“次好”的呢？为了防止我
们万一搞砸了其中的一个计划，神是否会为我们的生命定
好几个计划呢？我们的失败会令神吃惊吗？神是否因此
就任凭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呢？ 

让我们来看一些能帮助我们了解失败的事实──为什
么我们会失败？神对我们的失败有什么反应？这些将帮
助我们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以往的失败会影响我们 

我们有很多感觉和情绪是由自己的过去造成的。例
如，每年某个特别的节日都是用愉快的方式来庆祝。当那
天越来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某种特别的感觉。有些
节日是宴会的日子，亲朋好友交换礼物，屋内经过布置，
充满欢乐和歌声。当这些节日来临时，一切先前庆祝的回
忆都浮现，我们开始有某种感受，这份感受就渐渐影响了
我们的思考方式。 

有时候，失败就是像这样造成我们的感觉。在基督进
入我们生命之前，我们有一段罪的历史。当类似我们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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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环境临到，那些失败的记忆又浮现出来，我们的感
受就使我们用某种特定方式思考。撒但也会用这些记忆和
感受来试探我们，使我们和以前的表现相同。 

习题 

8 下列事件中，哪一个是因个人的失败经验影响了他的感
受的例子？ 

a) 德瑞莎信主前，有行为不正的朋友，为了维持友谊，
德瑞莎也和他们同流合污。然而她现在信主了，不再
做那些事，她的新朋友也鼓励她要行为正直。 

b) 杰西信主前常和意见与自己不同的人发脾气， 近
他碰到一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内弟兄，发现自己开
始对这一位弟兄有愤怒的情绪。 

我们得救之后，就不应该再犯罪，但是有时还是会再
犯。我们的习惯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的环境也是
在影响我们。我们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我们依然是人，
依然会受到试探，依然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并且仍然在
成长，仍然在改变。 

神知道我们的失败 

神知道我们一切的失败。了解我们不会令神吃惊这点
很重要。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环境、任何事物也都不会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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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惊。如果我们的罪并不令神感到惊讶，如果在我们经历
失败之前，祂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可以确信神已经都考虑
过了。 

习题 

9 在第一课末尾，你要默想诗篇 139 篇。这篇诗篇向我们
保证神知道关乎我们的一切。请再读 2-4 节和 11-16 节，
并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神对我们的认识是从出生开始。 
b  ）我们有些意念神并不知道。 
c ）我们一切行为神都知道。 

 

神的恩典胜过我们的失败 

我们说过神知道我们的失败。当我们面对我们失败的
事实时，有哪些准备是能加添我们的信心，并且相信神的
能力会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呢？ 

首先是饶恕。这是神使我们和罪分离的方法。在约翰
壹书 1：9，神应许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祂必定会赦免。
神对我们一生计划的基础绝不在于我们完全和无暇的能
力，而是在于神的智慧和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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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神的大能。神使你得救的大能在你得救之后依
然有效。神不是等到你得救之后才决定祂对你一生的计
划。你得救的经历表明你做抉择的时刻，并不是神计划的
时间。做为神的儿女，你确信祂的大能对你仍然很有效。 

神的能力大有功效。哥林多后书 12：7-10，使徒保
罗描写了他的一段经历。保罗因着这段经历学习到了一个
功课，就是他没有得着所祈求的拯救，也让我们知道神的
能力如何大有功效！ 

习题 

10 阅读哥林多后书 12：7-10，在笔记本上回答下列问题。 

a ）保罗因着所描述的这段经历，学到关于神能力的 
什么功课？ 

b ）由于保罗所学到的功课，使他能够怎么做？ 

此外，神大能的功效超越我们的失败。我们遭遇失败
常要面对的真正问题是：失败意味了我只能得到神的“次
好”吗？我破坏了神对我完美的计划吗？ 

神教导先知耶利米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问题的
功课。耶利米在看到以色列国失败以后，被送往一个窑匠
家里(耶利米书 18：1-10 )。他看到窑匠用泥做器皿，在
过程中泥土“做坏了”，窑匠并没有把这泥土丢掉，或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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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有暇疵的器皿，而是将这泥土重新作成一个完好的
器皿。 

耶利米开始明白神如何看以色列国的失败，神不是要
弃绝他们，而是要重新塑造他们。 

你的优点和缺点神都知道，神仍然要将你做成祂所喜
悦的器皿，神在你生命的泥块中寻找的成份是“基督在你
们心里”(歌罗西书 1：27 )。失败，甚至罪，都无法改变基
督住在你里面的事实。 

希伯来书 11 章列出了很多被视为信心英雄的人物，
值得称扬。这些人的生命当然不是神给他们的“次好”计划。
但是看看这份名单，如果你去读这些人的故事，就会明白
这些人知道什么是失败。他们虽然“失败”──却是英雄。 

习题 

11 前面说过，我们可以确信我们的失败和软弱不会破坏
神对我们的计划。圈出下列叙述中能够说明这点的正确
原因。 

a) 每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b) 神计划的基础是在于我们接受基督之后，完全遵行

的能力。 
c) 神为我们定计划之前，已经知道我们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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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们的失败和罪不会使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里。 
e) 因为人们有一段失败的过去，所以常常会失败。 
f) 神对那些失败的人有一个“次好”的计划。 

正如希伯来书 11 章所列举的那些人，虽然你可能也
有失败的时候，你仍然能经历神对你完美的计划。耶稣像
对使徒保罗一样地对你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
得完全”(哥林多后书 12：9 )。神的能力胜过你的失败，并
使你能够完成祂对你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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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你的答案 

6 a) 我们要 1)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2)不要效法这世界。 

b) 我们应该让神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1 a) 2) 一个被改变的人。 
b) 2) 一个被改变的人。 
c) 1) 一个努力模仿的人。 
d) 1) 一个努力模仿的人。 
e) 2) 一个被改变的人。 

7 b)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并寻求顺服神。同时，神的大能
就运行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我们一起朝向祂为我们
所设立的目标。 

2 a)他有行善的欲望，实际上却行误谬的事。 

b)他说有一个律在他心里作祟，使他成为罪的奴仆。 

8 b) 杰西信主前常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脾气。 近他
碰到一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内弟兄，发现自己开始对
这一位弟兄有愤怒的情绪。 

3 b) 4：13-15 

9 a)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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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错。 
c) 对。 

4  c) 我们天然的欲望并没有引导我们朝向神希望我们所
做的。 

10 a) 保罗学到神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显得 刚强。 

b) 保罗能够在软弱时喜乐，因为他经历神的大能。 

(你的答案应该意思相近。) 

5 a) 加拉太书 2：19-20。 

11 c) 神为我们定计划之前，已经知道我们会失败。 

d) 我们的失败和罪不会拦阻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