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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神就是荣耀自己	
张成	

 

 

今天和大家谈有关“荣耀神”的话题。先看一段经文，哥林

多前书6章18-20节： 

18你们要逃避淫⾏。⼈所犯的，⽆论什么罪，都在身⼦以

外；惟有⾏淫的，是得罪自⼰的身⼦。19岂不知你们的身

⼦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头

的；并且你们不是自⼰的⼈，20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 

保罗在这里提醒基督徒：“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

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在教会里也经常听到基督徒说要“荣耀

神”。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荣耀神？或者为什么要荣

耀神？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过程是：从不知道有神，

到认识神；与神建立关系后，这一生就是要荣耀神。也可以说，

基督徒是一个从过去不荣耀神的人被改变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

这是一个巨变。 

人对“荣耀神”的错误理解	

然而，一提到“荣耀神”，就给人一种感觉：神也像人那样爱

慕虚荣，喜欢人称赞他、高举他、歌颂他。就像很多国家的领导

人，一旦有了权势、地位，就要求百姓赞扬、歌颂、荣耀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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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当听到“荣耀神”，你心里是否有一种障碍，觉得就是为了满

足神的虚荣心？ 

谈到“荣耀神”，难免也会联想到我们的父母。你只需稍加观

察，就不难发现今天的小孩确实很可怜，因为很多父母都想用孩

子上佳的表现、才华，作为筹码来炫耀自己的成就，结果孩子就

成了家长之间相互较量的棋子。每个父母都强迫孩子学钢琴、芭

蕾舞或不同技艺与特长。如果你问孩子想不想学，我猜大部分的

小孩都会说不想学。可为什么要学呢？父母的说法几乎一致：这

些都是为了孩子的益处，培养他（她）将来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

人。可是让人不禁要问：跳芭蕾对孩子有什么益处？难道做父母

的想要女儿长大后当职业芭蕾舞演员吗？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父母自己的荣耀。若是别人家的孩

子能吹、能弹、能唱、能跳，而我家的孩子什么特长都没有、样

样都不行，这多没面子？所以至少也得要孩子学个乐器吧，还得

达到单独表演才够劲。如果我家孩子表现出色，见到其他孩子的

父母时，脸上才有光彩！如果自己孩子什么都不行，做父母的真

是不想去学校让人看见。 

其实说到底，都是人的虚荣心在作怪，想跟别人比较，使得

孩子成了较量的工具。所以，当你一旦和这样的孩子谈到“荣耀

神”这个话题时，他们都会很反感，觉得神就像自己父母那样爱

慕虚荣。可见父母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孩子对神的印象。 

圣经常常用父亲的形象来帮助我们认识神。那么在此要问：

你若身为人父，有活出一个父亲当有的美好形象吗？如果没有，

很可惜你的孩子很难认识神。因为一提到神是天父，他会很反感：

“你让我一生跟随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神？我可不干。” 

这些问题很残酷，也很现实，所以大家必须明白：为什么圣

经总是要求我们荣耀神？也需要明白：如何才是荣耀神？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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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荣耀神”就以为只一味地在人前大声高喊“哈利路亚”，这

不是圣经的意思。 

“荣耀神”就是荣耀自己	

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6章18-20节，看看保罗为什么呼吁我们

“荣耀神”？看圣经一定要看前文，前后文往往是有关联的。保

罗谈“荣耀神”，是在与18节的“淫行、淫乱”做一个对比。那么，

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看，一个不荣耀神的人会干些什么？他不会在意“犯

淫乱”。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一定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淫乱

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偶尔放纵一下自己何乐而不为呢？事实是，

行淫（或犯罪）就是“不荣耀神”。但是你是否想过：其实行淫就

是“不荣耀自己”？说的直白一点，就等于在“羞辱自己”。你看，

我现在是以做数学题的方式帮助你明白：“荣耀神”就是在“荣耀

自己”；选择“不荣耀神”就是选择“自取其辱”。 

在此，我希望你检讨一下对“荣耀”的理解。我相信大部分

人都没有想过“荣耀神”就是荣耀自己，“不荣耀神”就是羞辱自

己。 

其实这道理不难明白。常言道：“名师出高徒”。意思是：徒

弟的表现反映出师傅的形象。徒弟有上乘的表现，自然做师傅的

就有光彩，但师傅得光彩并非代表他爱慕虚荣；同样，师傅的光

彩也是徒弟的光荣，两者紧密相连。 

以夫妻为例，如果妻子在外面经常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很

多人都想知道这是谁的妻子？反之，如果妻子表现好，很得众人

的称赞，别人也想知道谁是她的丈夫。但这两种“想知道她丈夫

是谁”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妻子懂得尊重自己、洁身自爱，

就是在荣耀自己，也是在荣耀丈夫；如果她生活放荡、行为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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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羞辱自己，也是在羞辱丈夫。所以“荣耀神”就是荣耀自

己；“不荣耀神”就是自我羞辱，最终也羞辱了神。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同属一理。你的孩子在学校若是表

现不良，经常打架、逃课，老师肯定很想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但

是，如果你孩子在学校有上好的表现，老师也很想认识谁是家长。

孩子得到称赞，父母脸上自然有光彩，这与爱慕虚荣没有关系，

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请你务必明白：神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尊严

或面子，他关注的是你能否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他是为了你

的好处。 

你若是一个基督徒，希望你选择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因为

荣耀神就是在荣耀自己。倘若你选择不听神的话，只想走自己的

路，最终的结局就是自取其辱。希望大家明白，这是一个必然的

结果，因为种什么就收什么。 

无论你行得好、行得不好，大家都很想知道你信的是一位怎

样的神。当你行得好，凡事荣耀神，你就能带领人认识神。如果

你行的不好，大家都很想知道你信的是什么神，因为他们不想信

你信的神！ 

现今世代错误的荣辱观	

今天的社会特别关注“荣耀”一事。遗憾的是，很多人分不

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荣耀，甚至将“羞耻”与“荣耀”混为一谈，

黑白不分。 

比如，对很多女孩子来说“荣耀”就是外在的美貌。你是否

留意到近些年来“整形广告”泛滥成灾？海量的信息都是在怂恿

女孩子去整形、整容，借此来提高自己的“颜值”或“面值”，甚

至一些男孩子也开始加入这支日益壮大的整形大军。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花那么多钱让人在你的脸上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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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刀呢？我告诉你，即使是免费的，我也不干。但是很多人为了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竟愿意铤而走险。他（她）是否想过：身体肌

肤组织、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经过整形手术后，即或明天没

事、后天没事，但一年或五年后会怎样呢？若发生变故还能恢复

到原貌吗？对此谁都没有把握，但为了个人所谓的“荣耀”，许多

人都在所不惜！我们以为“荣耀”就是指外在的美貌，所以死活

都要把自己弄的像范冰冰。 

谈到“荣耀”，男人会想到财富。其实女人也一样贪财，当你

想嫁人时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是一个有荣耀、有体面的男

人。按照今天社会的理解，有荣耀的人就是有钱的人，所以“有

钱”与“荣耀”画上了等号。难怪全世界的男人都想有钱，惟有

这样才能吸引那些爱慕虚荣、贪爱钱财的女人。 

总而言之，当今社会一谈到“荣耀”，都是指那些虚浮与外在

的事物，没有人会在乎生命的本质与内涵。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

样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当中，因为金钱能够给人带来外在的荣耀。 

台湾的王阳明牧师曾经写了本名叫《穷得只剩下钱》的书。

这书名挺有意思：“穷得只剩下钱”。这是穷的定义吗？按照我们

今天的理解：不是，这是太多人梦寐以求的了！但这位牧师一针

见血地道出了人们的弊病，但太多人根本看不明白问题之所在。 

正因为很多人觉得钱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和荣耀，所以就

穷尽一生不惜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去追求财富。但何曾想到（年轻

人要留心听）在追求发财的过程当中丢却了很多东西，比如：人

格、尊严、诚信、善良、淳朴、朋友、亲人，乃至健康。最后进

入到中老年，或许你在物质方面应有尽有，但突然发现，其实什

么都没有、都失去了。 

这位牧师说的非常透彻。很多人在物质生活上一无所缺，但

家庭却是四分五裂，试问这是荣耀还是羞耻呢？你连一个家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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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住，哪还有荣耀可言？但可悲的是，我们活在一个黑白颠倒

的社会里，已经习惯于把羞耻看成是荣耀，为了钱不介意出卖自

己的人格，为了钱女孩子不介意当小三，为了钱可以不惜拆散别

人的家庭。我们竟然不认为做这些事是羞耻，反而觉得是聪明。 

其实这位牧师所说的就是圣经上的话，只不过很多人意识不

到罢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留心圣经的话，不要随波逐流追求那

些虚有其表的荣耀。如果你追求那些所谓社会上的荣耀，随着年

龄的增长，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丢了很多金钱买不回来也

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最后真的穷得只剩下一个臭名和一堆钱。 

我们活在一个道德一贫如洗的社会，正因为人的精神层面没

有内涵，所以就越发需要用很多物质财富予以装饰和充填自我；

钱财自然成了人们最向往的装饰品。这种错误的价值观误导了许

多年轻人，以为物质丰富就等同于荣耀，金钱就成了追求“荣耀”

的目标，结婚就是看有钱、有房子、有车子、有贵重饰品。没有

人会在乎生命的内涵，因为不实用。 

耶稣形容现今是“淫乱罪恶”的世代	

但圣经告诉我们：这实在是一个将羞耻看为荣耀的世代，你

要非常小心并懂得分辨。我们看耶稣是如何评论这个世代的，马

可福音8章38节：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在他⽗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当作

可耻的。 

耶稣是以“淫乱罪恶”形容我们这个世代的。谈到“罪恶”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特别是淫乱的罪，今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

不怪。当今的人们都喜欢看那些关乎淫乱的新闻，觉得有趣，其

实这类新闻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在人们的观念中：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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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是罪，是一种时尚和荣耀。情人多、婚外情多才是成功

的表现。淫乱已经不是隐秘的罪，可以公开，甚至拿来炫耀“成

就”的资本。 

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会看他和他的话为羞耻，实则

看神的话（因耶稣来就是向我们传讲神的话）为羞耻。如果你是

一个基督徒，你会以遵行耶稣的话为荣吗？耶稣还告诉我们：错

误的荣辱观所付上的代价真是很大，会使你失去永生。将来在审

判的那一天，你会发现以前看为羞耻的事才是真正的荣耀，可惜

为时已晚。 

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淫乱罪恶的世代，需要神的话唤醒我

们的良知。倘若你还以为圣经的教导太古板、不现实，到了审判

的那一天，耶稣所说的这番话势必会应验在你身上：你曾看为荣

耀的事将会成为你永远的羞辱，而之前你看为羞耻的事，将会成

为别人在永恒里的荣耀，可惜这荣耀与你无份。 

如何荣耀神的几个要点	

第一点，圣经呼吁我们要荣耀神，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以为神也像我们那样爱面子，贪图虚荣。圣经之所以如

此要求，是神希望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 

耶稣生命的榜样足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性情，因为他所做的

一切，都是在神的灵带领下做的。雅伟天父是一位谦卑的神，他

借着耶稣来教导我们当做众人的仆人。这恰恰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身份，觉得做仆人是很羞耻的事。但在神的眼中，谦卑才是最宝

贵的生命素质，所以他承诺：凡谦卑自己的就会被升高。正因如

此，神将主耶稣升为至高，赐他至大的荣耀。 

我们的神根本不爱慕虚荣，所关注的不是他的荣耀，而是你

的生命能否彰显出这份荣耀。其重要性在于，倘若你的生命彰显



8 

出这份荣耀，就能够像一束光照耀这个淫乱罪恶的世代，带领人

认识神。你的这份荣耀就能带给他人正确的生命方向和盼望，使

之不再随从这个世界腐朽的潮流。所以一定要认识神、依靠神，

活出美好的生命来荣耀神，同时也荣耀自己。 

第二点，神的话教导我们如何活出荣耀的生命，正如哥林多

前书6章18节警戒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其实这句话并不难

懂。为什么“要逃避淫行”？因为淫行是非常羞耻的事，所以务

要远离、逃避。	

如果你觉得“荣耀神”很抽象，那就从这句话开始学习吧！

意思很直白，如果你懂得逃避淫行，就不会羞辱自己。要知道，

自取其辱的后果很严重，为什么呢？试想：若羞辱自己，是否全

家都会因你而蒙羞呢？一旦你的淫行、婚外情曝光了，一定会羞

辱你的配偶、孩子和父母，你和全家都会无地自容。这就是选择

不荣耀神的代价。	

淫行是一桩很严重的罪。有些罪可以用赔钱、认错，甚至坐

牢解决，唯独淫乱罪的后果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即使你已经

认罪悔改。大卫犯淫乱罪的后果就是最好的提醒和警戒。这种罪

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深远，会成为配偶、孩子（包括对方的家人）

心里永远抹不去的阴影，成了他们的耻辱。 

淫乱罪的后果非常可怕，那几分钟的快乐会带给你永远的羞

辱。即使今生没有被人发现，将来在审判台前也一定会公诸于世，

被神永远拒绝，那种蒙羞的场面可想而知。希望大家认真听圣经

的话，这关乎到你永恒的幸福和荣耀。别忘记，你的荣耀也是家

人的光荣，你的羞辱也会成为家人的耻辱。如果这么简单的道理

也不明白或不愿意听，那就先别谈什么“荣耀神”了，否则就成

了高谈阔论。难怪很多基督徒喜欢用高喊“哈利路亚”以示荣耀

神，因为这无需付上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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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刚受洗的姐妹，在受洗前认真地处理以往的罪。当她

将所犯的罪逐一写下来向神承认的时候，令到教会牧者大吃一惊，

因为都是些非常严重的性犯罪。原来这个姐妹年轻时做酒店服务

员。酒店二十四小时营业，晚班很空闲，员工会一起聊天。时间

长了她喜欢上一个年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同事，不久就同居了。

可后来发现这个男的仅是逢场作戏，但一切都太迟了，最后只好

放弃这个关系。在此之后，她觉得反正已经做了不光彩的事，就

无所顾忌地在男女关系上随意放纵，只要双方喜欢，都可以发生

关系。	

你看，人若选择过不荣耀神的生活，就会活在黑暗、羞耻里。

感谢神，神的光照耀了这个姐妹，使她认识到以前的行为是多么

羞耻，并决心弃暗投明。她的情况让我们看到，神的每句话都极

有能力，会向一个人的良心说话，为此你一定要留心听。你若选

择逃避神的话，就是在自寻其辱；你若听从神的话逃避淫行，就

会享有荣耀。 

虽然这位姐妹的罪是隐秘、不可告人的，但当神的话在她心

里工作时，她选择了去勇敢面对，并向牧者承认。这在人是不可

能的，试问谁会不顾忌自己的面子（外在的荣耀），让人知道心里

的阴暗事呢？可见这是神的话语在这位姐妹生命中的工作，使她

有这个看见和勇气去承认自己的罪。我相信神一定会记念她、帮

助她摆脱罪的枷锁，也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她活出一个荣耀神的

生命。 

第三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20节说到“你们要在身子上荣

耀神”。为什么要强调“在身子上”呢？我希望大家明白，“荣耀

神”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是坐在那里天天高喊“哈利路亚”，

也不是天天向神高唱赞美诗歌或者流泪祷告。“荣耀神”是很实在

的，是要用你的身体来荣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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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尝试用一个问题来帮助大家明白保罗说这番话的意思。

一个人是如何犯淫乱罪的呢？是用心吗？用意念吗？只要你的意

念还没有化为行动就还不算犯罪，还能够悬崖勒马，因为圣经说：

神是按一个人的行为（不是意念）予以审判。只有把意念转变为

行动时，就是犯罪了。所以心里有淫念不等同于犯了淫行，但心

里有淫念是一个危险的前奏，如果不及时停下来，必然会犯淫行

（这才是马太福音5章28节的正确理解）。 

一个人是怎么犯淫行的呢？当然是用他的身体。那么再问：

一个人是如何荣耀神的呢？也一定是用他的身子，以实际行动来

荣耀神。如果你在生活中以神的话为行为准则（如逃避淫行），就

是用身体荣耀神了。 

请留意“逃避”两个字。今天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这

样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摆脱淫念的困扰。只要你是正常的年轻人，

自然会有性欲，难免会对男女关系好奇。当这种意念失控时就会

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用手机上网，那么你平

时喜欢看哪方面内容的东西呢？如果经常看那些污秽的新闻、图

片、视频，你就是没有选择逃避淫行，而是选择靠近它。看得越

多，满脑子就会想那些色情的事，就是在预备自己犯淫乱的罪。

你脑海里每天塞满了这些色情图片或影像，心就会非常不安宁，

肯定会继续幻想，等控制不住时就会付诸于行动了。 

所以不要怪神没有给你能力，问题在于你没有认真听从神的

话，没有逃避那些不该看、不该听的东西。我对此采取的方法很

简单，凡是网络上自动弹出来的框框，无论它的标题多有趣，都

不会去看，会关掉它，因为知道它会引我到其它的页面。我不会

比你强，但我懂得逃避，不给自己惹麻烦。 

我发现神的话非常真实，如果愿意诚恳地听从神的话，他就

会加给能力，使你能够克服所谓的“软弱”。你之所以不能克服，



11 

我敢说是因为在平时生活中没有认真听从神的话。 

第四点，哥林多前书6章19节提到“圣灵”（即神的灵）、身子

（单数）和神的殿(单数）。教会整体是基督的身体，因为神的灵

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整体就成了神的殿。言下之意，神的灵

必须住在每个基督徒里面，他才可以住在我们整体里。 

神的灵之所以住在我们里头，就是为了施予帮助。那么在每

一天的开始，有没有求神的灵引导你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呢？

我们可以刻意求神的灵提醒和带领，只要愿意顺服，他就会加给

你能力。 

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就经历到这样一件事。我知道自己有一

个大问题，就是“坏脾气”。所以在受洗前就向神祷告说：“我愿

意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求你来管我。”因为我知道克服不了自己

的脾气，所以求神来管。 

受洗后不久，我当时还在加拿大读书，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有一天我需要去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找一位朋友，只知道目的地

是位于两个地铁站的中间，但不肯定哪一个地铁站的距离更近。

因为天寒地冻，就想尽可能的少走一些路。 

因为目的地是在两个地铁站的中间，我就在第一个站下车，

然后到售票厅咨询售票员。售票厅处于出站口和入站口的中间，

两边都可以和工作人员对话。我就在车站内的窗口呼叫售票员（是

一个外国人），然后就问他：“我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否该在这里

下车呢？”他说：“你先出站我再告诉你。”于是我就听从他的指

示出了车站到入站口的窗口。这时他告诉我是“下一个站”。听了

回答后我就想再进站，没想到竟然被他拦了下来：“你需要付钱才

可以进去。”我听了之后非常生气，觉得他是在耍我。顿时感到浑

身一股热气上腾，满脸开始发热，很想用拳头打那售票厅的玻璃

窗表达心里的愤怒。不过幸好没有那么做，因为加拿大的法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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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严，他一旦报警，我就麻烦了。 

但很奇怪，神的灵会提醒人，正当我怒发冲冠时，感觉到心

里有声音提醒说：“出去！”非常明确的两个字：“出去”。我想了

想就决定顺服心里的声音，出了地铁站之后就步行到目的地。外

面依然雪花飞舞，但奇怪的是，当我一出地铁站，内心里突然一

片海阔天空，愤怒的情绪一下子戛然而止。接着就朝着目的地往

前走，心里异常的平静，那种的感觉真是很特殊。 

你试过跟人闹不开心吗？之后不管怎么道歉，心里也很难平

静下来，这种情绪可以持续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如果你经历过就

会意识到这种情绪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我知道控制不了自己的

情绪，可这次的经历让我认识到，如果愿意顺服神，神的灵就会

给我能力胜过。 

自从那次尝过甜头后，我认识到：原来神是非常乐意帮助我

们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选择了

不听从心里的提醒，只想放纵欲望或情绪，结果就做出了羞辱自

己的事。倘若那一天我选择放纵自己的脾气，后果会如何呢？肯

定要被警察带回警局问话，还要被拍照留档案，最后还可能因扰

乱社会次序或意图武力伤人等罪名被起诉。所以如果我选择不听

神的话，就是在羞辱自己，最终也羞辱了我的神。 

所以第四点我想说的是，神的灵住在基督徒里面，是为了帮

助我们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关键是你渴慕这样的生命吗？ 

每当你读神话语的时候，不要觉得顺服神代价很高。我告诉

你，不听从神的话所付的代价更高。不错，你听从神的话语的确

是有“代价”，但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选择放下自己长久

以来的恶习——自取其辱的行为。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做羞辱自己的事”为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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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的价值观是何等地扭曲。如果你坚持不听神的话，你将

会付上沉重的代价。圣经说“要逃避淫行”，你可能会对此不以为

然，“哎呀，我错失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是那个女的主动来引诱我，

是她自愿的”。可是，如果你不选择逃避淫行，即使享受了那几分

钟的快乐，但之后将会付上一生也难以弥补的沉重代价。 

听从神的话语确实要付代价，这点没错，但这个所谓的代价

其实就是放下自我。如果你愿意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神的

灵就会改变你。你就会经历和见证到神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真实、

那么有能力，他的话能给我们能力自由地活出荣耀神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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