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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宇宙與那宇宙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34至36節是主耶穌親自解釋這個奧秘：「這世

界的人有娶有嫁，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

也不嫁，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 神

的兒子。」大家記住「這世界」、「那世界」、「諸世界」，那麼我們

也要把它翻譯得更清楚，叫「這宇宙」、「那宇宙」、「諸宇宙」。 神

藉著耶穌基督（道）發表出來智慧、能量，創造的不是一個宇宙，

也不是兩個宇宙，按照聖經裏說比兩個還多，是「諸宇宙」。

可是聖經給我們的啟示只說到兩個，一個是「這宇宙」，是現

今的這宇宙，另外一個是將來的「那宇宙」，也就是我們脫離開這

個血肉之體，變成靈性的身體以後將來要去的。那麼要按照主耶穌

啟示的意思來說，這很清楚，人到這個宇宙來就是要結婚，「要娶

要嫁」，娶嫁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生兒女。所以按照這個奧秘

來說，這是極大的奧秘，「因為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

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神要人生養眾多

所以弟兄姊妹們都明白這個人要結婚，人要娶要嫁，這是一個

奧秘，還是個大奧秘。你看 神這個生命的奧秘多奇妙， 神造人就

造男的、造女的， 神不光造男造女，所有的動物、植物都是有雌有

雄。連植物都是，假如一朵花沒有雄蕊、雌蕊，就不能受精，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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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感是對的。因為原來這諸天宇宙萬有、 神造的一切都是為人，

神造萬物、 神設計這一切、甚至於一百多億年來的造化之工都是為

了「人」，都在「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當然，人這麼重要嗎？後來再讀下一句話我才知道，這是大哉

敬虔的奧秘，所以整個宇宙的奧秘，宇宙的創造、人類的創造，萬

物的創造，其實集中在一個最重要的奧秘，就是 神要道成肉身， 

神要到地上來，所以這個宇宙一切的創造，包括人類的創造都為

此。不過人來還有第二個重要性，第一個重要性是因為 神要用人做

祂本體真像的預像，祂要得到一個真正的、一個到永遠裏去的、一

個顯明出來的像，那這就是「永古隱藏不言奧秘」的一切解釋。

道成肉身

比如我們說 神有能力， 神有智慧， 神有愛， 神有生命， 神

有知識， 神裏邊有一切的豐盛要顯明出來，不錯，這是要緊的。但

是還有一個要緊的，就是「 神要把自己顯明出來」，這整個宇宙的

創造、人類的創造，總結起來說（我們中國話說「歸了包堆」，「歸

了包堆」就是「總結起來說，用文字說」）就是 神要把「自己顯明

出來」。

譬如說 神顯明祂的能力，這只是祂的一種榮耀的權能顯明出

來，還有 神的智慧顯明出來， 神的愛顯明出來，但是「 神自己怎

麼樣才得要顯明」呢？所以 神要把自己顯明出來是宇宙中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個「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所以 神造這麼多的東西，

連諸世界、諸宇宙都是為這一個目的，所以「諸天述說 神的榮耀，

能結果子。所以很有趣， 神在這世界所造的一切東西，就讓它生生

不息，但是我們要明白 神造這宇宙中一切的東西，大家注意這件非

常重要的事，是「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神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簡單說， 神創造諸天宇宙萬有的目的是「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就是這個地球，這個世界，這個宇宙，這整個物質宇宙都是為人預

備可住之地。雖然有一千億銀河系，雖然一個銀河系裏頭有二千億

個恒星、太陽，其實這都是配搭，這些我們以為很大、很了不起，

但是 神的目的只有一個，是為「人」，因為「 神愛世人」。親愛

的弟兄姊妹，你若不明白這點，你就不知道 神在你身上費了多大的

心， 神的預備是何等的奇妙，這叫「耶和華以勒」，這句話可了不

得！ 神創造諸天萬有都是為人， 神為人預備。我們再查經， 神預

備糧食，神預備太陽， 神預備月亮， 神預備光，其實這一切預備

全都是為人預備可住之地。

40多年前我在香港的港九培靈大會講 神旨意的奧秘，那個時候

我曾畫了一個圖，我以為自己畫的圖畫錯了，因我把地球畫在最當

中，後來我自己講完了以後還在想，對嗎？因為地球圍著太陽轉，

月亮圍著地球轉，那麼太陽也不能算是中心，太陽圍著銀河系轉，

銀河系圍著島宇宙星系轉，島宇宙星系不過是宇宙中一千億銀河系

裏的一個，那麼那個中心怎麼弄個地球呢？好像是不大對勁，我曾

經這麼想。

但是後來越查聖經，我越清楚地明白 神的啟示， 神當時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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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神創造宇宙萬有158億年了，說實在158億年是人這麼說啦，是

科學家這麼預測，還有的說是137億年，或是150億年，但這都是人

們的預測，準確的數目因為太久遠了，人可能把握得不太清楚，但是

無論如何一百多億年是絕對有的了。

那麼 神用這麼長的一個時間創造天地萬物，為人預備可住之

地，人來了只在這裏住70、80年就完了，這是不是小題大做呢？人

太渺小了，所以聖經裏說「人算什麼」。宇宙之大、宇宙之奇、宇

宙之豐滿、宇宙之多，人這麼一點點血肉之體，無法與之相比。不

過我最近看了一本書叫做《人體的美妙》，人身體的美妙，人的結

構太美妙了，可以說在宇宙所有的東西裏邊，所有的被造物之中，

「人」是 神的傑作。人是最美妙的，這一點當然也有它的解釋，因

為 神要「道成肉身」， 神當然要把自己將來得到的本體的真像設

計得好一點， 神這麼有「智慧」、有「能力」，祂一定要將人設計

得最好。

人是 神本體的真像

因為 神要道成肉身，要拿一個人的身體來作為祂永久顯明的一

個「像」，祂當然要造得好。那麼第二， 神造人這麼好也有個原

因，就是 神要讓他們到永遠裏去，這就是跟其它萬物不同了，所

以人不是一個普通的受造物。達爾文把人跟動物等量齊觀，說人是

由猴子變的，這絕對不是 神的意思，現在科學家也證明那簡直是胡

說，他的理論已經不能存在。

人是 神一個傑作，那麼 神在人身上有什麼目的呢？為什麼這

穹蒼傳揚祂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所以這個宇宙萬有的創造全是要彰顯 神的榮耀、手段，但這都不是

要緊的，最要緊的是「 神要把自己顯明出來」。

詩篇第九篇16節說：「耶和華已將自己顯明了」，所以 神要把

自己顯明出來，所以這個「道成肉身」就是非常大的一個奧秘，是

解釋宇宙萬有的一個正確的題目。 神為了人，用158億年，造萬物

各按其時，為人預備可住之地。第一個目的，人被造是為了「 神成

為肉身」，祂要取得一個本體的真像，祂要把自己顯明出來，所以

這個是造人的原因。

帶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

那麼造人還有第二個目的，底下我們還要畫很多的圖， 神要藉

著第一個目的，道成肉身，耶穌來到地上還要做成一個工作，這個

很奇妙，這叫「一舉兩得」。 神還要帶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這

是第二個目的， 神不只要一個獨生子把祂自己顯明出來，聖經約翰

福音第一章18節裏說「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

將祂表明出來」，所以 神藉著獨生子把祂自己表明出來了，這個非

常要緊，這是「大哉敬虔的奧秘」，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是 神創造一切的目的，「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

兒子進榮耀裏去。」

人是最完美設計

人算什麼，人這麼渺小，人在物質宇宙的年齡中簡直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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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多子的。石榴， 神聖殿裏頭每一個柱子上都有石榴，大祭司的

袍子上都要挂一百個石榴， 神的帳幕上都要繡石榴，還有番石榴，

番石榴就是「芭樂」，還有無花果、葡萄，你看聖經裏說的這些果

子類， 神所喜歡的、常提到的、做比喻的，都是多子的，子多得不

得了，那 神就滿意了， 神喜歡多子。

所以基督徒就明白了，像亞伯拉罕生了多少，大衛生了多少，

古時候的人都生養眾多。據說我們中國的文王有一百個兒子，當然

也是神話了，據說他最後一個兒子是打雷劈下來一個兒子，叫雷震

子，那都是神話。

可是古代的人都生養眾多，中國人有「三多九如」，就是多

福、多壽、多男子，多兒子，這就叫福，三多。所以親愛的弟兄姊

妹們，我們知道 神造物質，造這宇宙，預備一個地球，人到地上來幹

什麼呢？主耶穌說了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娶嫁的意思是什麼

呢？就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就是為 神預備許多兒子。不

過這些人是一個兒子殼，從亞當生的，雖然人是照著 神的形象、按

照 神的樣式造的，可是人裏頭若沒有 神的生命，仍是沒有生命的。

信耶穌有 神兒子的生命

那麼在這個宇宙中從亞當生的，都是屬血氣的，屬血氣的人都

沒有 神的生命，所以到了時候 神就讓耶穌基督「道成肉身」。耶

穌來了，種子來了，耶穌是「生命的種」，是「不能壞的種子」，

祂來了，所以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結果信的人每個人裏頭「裝

一個不能壞的種子」，信就是接受了。

麼「短暫的一個人」，活著這麼微不足道， 神卻這麼愛我們呢？相

比動物來說，我今天也解釋，從強壯方面人不如牛，從動作靈活方

面人不如猴子、不如狗，它們都強壯靈活。人這麼脆弱，吃一點東

西消化不好就生病了，拉肚子，吹一點風就感冒了，人這麼嬌嫩。

總之，「人真的不算什麼」，主要讓人知道「人算什麼，你竟看他

為大，將他放在心上，每早鑒察他，時刻試驗他」。 神對人關心得

不得了， 神愛人愛得不得了，聖經裏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

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神這麼愛人是因為 神有兩個目的。 神造人第一是取得祂「本

體的真像」，第二， 神要讓人作「祂的眾子」，因為 神是天父，

父祂有一個子不夠，祂要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祂有一個兒子，

那是父懷裏的獨生子，祂要把一個兒子變成許多兒子，所以祂叫耶

穌基督「道成肉身」，作為「生命的種」，利用這個福音，利用耶

穌基督的「死而復活」，重生我們。讓我們都在靈裏重生，重生後

都成為 神的兒子。所以 神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 神要兒子

是 神的一個大計劃。

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所以大家注意了，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大家還記

得嗎？在創世記 神造男造女的時候，就告訴人一句話說：「要生養

眾多，遍滿地面」，那意思就是 神要人結婚，要人生兒養女，要生

養眾多，因為 神要許多的兒子，要讓我們趕快預備。

你注意，在聖經裏很有趣，凡是聖殿裏的東西， 神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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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經有了外形了，人已經作過兒子了，人已經生而為人子

了，人已經在地上學過一套兒子的生活過程，已經有了一點經驗，

再加上 神兒子的生命一進來，「人成為 神的兒子」。 神要許多的

兒子進榮耀裏去，所以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這一句話解釋大家就

懂了。 神讓人到這世界裏來一定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魔鬼破壞

但是現在人都不生了，現在魔鬼弄很多的法子，我今天也說，

魔鬼自古以來就想辦法讓人不要生孩子，讓人出家當和尚、當尼

姑，讓人這樣、讓人那樣，主要的讓人不要生。還有用很多的法

子，尤 其現代，什麼同性戀、愛滋病等，這都是魔鬼破壞 神的工

作，讓人絕子斷孫，現在越來越多人是單身貴族，說不生就過得很

好，這種思想都是錯誤的。因為 神要人生養眾多， 神就是要許多

的兒子。

不過世界到了末了，人口也太多了，所以就生一個孩子，但是

真正 神要的是許多的。因為天地萬有太大，那世界太大，那個宇

宙不知有多大，所以人要到那邊去， 神要許多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

去。因為 神的生命太豐盛了，祂的生命給我們以後，祂要許多許多

的兒子才能分享祂的生命，豐富的生命要給許多兒子。這一個子出

來要在這世界裏繁殖出很多的子，祂才創始，祂才成終，祂才把時

間結束引到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