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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課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10 月 13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加 2:20） 

 

禱告： 

    主耶穌，我們感謝祢，每一次的聚會，我們都從心裡感謝祢。求祢越過我們所有的貧窮、

軟弱和有限，將祢的榮耀，將祢豐盛的生命、豐盛的恩典傾倒下來，讓我們在祢面前的每一次

聚會，都是我們蒙恩的機會，也都是我們長進的機會。謝謝祢！我們今天再把這麼重要的題目

交在祢的手中，雖然在道理上我們都已經耳熟能詳，但是求祢把我們帶進真實的裏面，謝謝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就像我所禱告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我們很重要的信息之一， 我早期進去中國

的時候都不照相，更不要說錄製光碟了。直到有一次在中國的南方，他們的位子劃得很緊，每

個位子都坐滿了，很多同工不能來，所以他們希望能允許他們那一次錄影，而且只有在内部播

放。再三討價還價，後來就准許他們錄影。那次我就是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其實，

我是講《豐豐富富進神國》。我一共連續講了五篇信息。每一篇信息，有八個字。所以，于師

母笑我是―于八字‖。结果我第二年進去的時候，就發現不管在東北，不管到海南島，到處都是

光碟，被人家傳出去了。我沒想到―內部‖是這麼大的―內部‖。那麼，在網絡上因為我的第一篇

信息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在中國流傳最多的就叫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其他的還有《與主更親，愛主更深》、《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唯有耶穌，永是耶穌》，

還有《同一心靈，同一腳蹤》，我講了這五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在我們中間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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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信息，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其實這個信息是整個基督救恩的關鍵，是整個救恩的

核心，非常重要。所以，千萬不要以為我們早懂了。 

    我們今天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很感謝主，我發現最近幾次講《新人門徒訓練》（ND）

的課都跟主日信息很有關係。今天的主日信息正好講《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最大的特點，

就在於我們不再是原來的我們了 ─ 神的兒子住到我們的心中成為我們的生命，使我們

這個人成為新造。這是了不起的事情：神性和人性居然能夠出現在同一個受造的裏面，這個

叫作新造，因為是宇宙中從來沒有的創造。所有的東西在 神的眼中都是舊造，只有這個是新

造。 神性居住在人性裏面，得到彰顯、得到發揮。所以，在基督裏成為新造的人是太大的事，

是整個救恩的核心。 

    我上次跟你們講過一個例子，一個外國人到北京談生意，急著要趕飛機，可是出租車司機

又聽不懂英文，所以那個外國人只好用胳膊跟他比一個飛機的樣子。師傅就快馬加鞭地跑了，

沒想到過了十五分鐘，把他帶到全聚德烤鴨店去了。師傅以為自己懂，看那外國人比的樣子就

以為是烤鴨，所以就跑去了，哪裡曉得人家是要飛機場趕飛機的。 

     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裡唱這些詩歌，好像覺得我們都懂了，但是很多的時候其實我們不

懂。基督徒經常軟弱或是失敗，或是路走不好，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一個是我們不夠

真正地認識自己；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不夠真正地認識我們所信的主。因為我們不夠認識

自己，所以我們對自己還有盼望：我們還在那裡掙扎，還在那裡努力，還在那裡從聖靈入門、

要靠肉身成全，所以我們自己吃很多的苦頭。失敗了又再勵志，又再處罰自己，又再認罪，又

再悔改，然後再重新出發……，然後我們又再失敗、又再失敗。 

弟兄姊妹，我不是說，這樣的經歷完全沒價值。它是有價值的，它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不

行。你想順服，順服不來；你想得勝，得勝不來。而到最後有一天你終於會承認說：―原來在

在我裏面，就是在我肉體中毫無良善。‖你也不會再去隨便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

來由不得我。」（羅 7:18）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真是不行，你怎麼看自己已經越來越多地進入

到 神怎麼看我們 —  神早就不對我們有盼望。關鍵就是我們拼命嘗試（try）、拼命努力，

直到有一天意識到（realize）原來在我裏面，根本就是毫無良善。這樣，為我們帶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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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謙卑、對主真實的倚靠、以及對主真正的感恩。不然的話，很多時候我們的感恩其實

還是很膚淺的（shallow）、很表面的（superficial）。我們在擘餅裏面有時候沒有感覺，聽人家

禱告的時候不感動，也不容易流淚，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糟 — 我還好；我只是蒙恩

了，有進永生的門票了；在這邊有一班  神的兒女一起往前，有同伴了。但是我們缺少那種更

深的認識：我這樣的人居然會得救；我這樣的人居然有份於這麼偉大的生命。所以，我們軟

弱、失敗的兩個主要原因：一個不夠認識自己，一個不夠認識我們所信的主。 

 

一． 神對舊造最大的否定是藉著『十架』， 最大的肯定是藉

『釘十架的基督』 

我們現在要來看第一件事情： 神對舊造最大的否定就是藉著十字架； 神對一切所

有的，最大的肯定是藉著釘十架的基督。剛才，黃麗姊妹給我一個很好的提醒，因為她

文學很棒。她跟我說：―你這樣寫，前面講 神對舊造最大的否定藉著十字架；那麼，弟

兄姊妹可能會把後面的部分誤會成， 神對舊造最大的肯定是藉著釘十架的基督。‖其實

後面沒有―對舊造‖的意思。就是  神真正的肯定、唯一的肯定就是藉著祂的兒子耶穌基

督。希望你們不要誤會，很謝謝黃麗姊妹的提醒。 

在整個舊造的裏面，人就是拼命地想要修飾、想要改善，這就是我們替其他的宗教

著急的原因。我從來不會去批評、論斷別的宗教，把他們當對頭一樣，因為人們肯信宗

教，都表示他們想要脫離物質、短暫、有限的人生，去追求人生的真諦，只是他們找錯

了。他們就是有一個理想的境界，想去達到。但是他們不知道如果沒有得到  神兒子的

生命，你就不可能達到  神的要求；如果沒有先成為  神的兒女、先成為新造，你就不

可能在行為上有得勝，有基督徒或是《聖經》上所說該有的情形。所以整個的登山寶訓，

不是把更高的做人道理來要求我們，而是作為一面鏡子告訴我們：你不可能做到的。打

你左臉，右臉給他打；叫你走一裡路，陪他走兩裡路；眼睛看見，心裏對人動淫念，就

是犯淫亂；心裏罵別人、恨人，就是殺人；你罵別人是笨蛋，就要受地獄的火。我們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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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到？ 

弟兄姊妹，其實  神對整個的舊造就是一個否定。十字架，要釘耶穌十字架，猶太

人要把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眾人喊得最大的那聲音叫―除掉祂。‖十字架就是―除掉祂‖，

不要了，根本不要了。所以， 神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僅把我們的罪，而且

把整個舊造，一起帶上去了。這就叫作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它不僅有一個

很重要的目的，而且它的範圍是為著整個萬有，全部在基督裏面要全然更新。所

以，藉著十字架解決了整個的舊造。 

一個人背十字架，你從後面看，它其實就是一個叉。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捨己（deny yourself）-- 什麽叫作捨棄

（deny）？就是打個叉，表明我不要。所以你再好， 神都不要；你再好，也是泥娃娃洗

臉 — 越洗越黑，不可能好的。這是  神對舊造的否定。 

另外一方面，  神對一切所有的，祂最大的肯定是藉著釘十架的基督。所以這就是

為什麽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說：「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

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其實在英文裏就是講到―釘十架的基督‖，就是基督， 神

只要基督：基督是祂旨意的中心，是祂救恩的內容，是整個萬有受造的目的，基

督是一切。 

我在這幾年的服事裏，跟很多各地來的同工們有一些交通分享。這些教會領袖們，

私底下跟我們交通的時候，常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覺得越服事越發現裏面的力量夠不

上來，不像從前那麼有勁兒、那麼奔跑，現在發現都累了，都夠不上了，都應付不來了。

我每次聽到這個都很心疼，因為他們真的是盡心竭力。我就跟他們說：―其實這是恩典。  

神要讓我們一方面認識我們自己的有限，也就在藉著認識我們有限的時候，會讓

我們真正轉向祂，來倚靠這位全能、無限的 神，真正從祂面前支取力量。‖ 

同樣地，也有一些同工原來跑得非常地好，結果在婚姻上、家庭生活或是道德上出

了問題。他們私下會跟我談，我就陪他們禱告，告訴他們說：―我們跌倒（stumble）、我

們失敗其實是很普遍的事情，我不是說我們可以任意犯罪、隨便跌倒。但是確實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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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犯過罪，沒有跌倒過的。然而，如果在我們跌倒跟失敗之後，我們只是去解決這

個問題， 只是把罪認了，把這個事情帶過去了，那我們還是沒有學到  神真正要

我們學的。其實， 神是要藉著這樣的事情，讓我們看見我們真的是何等的有限，

而且我的本質是何等的敗壞。‖離了祂，不僅我不能做什麼；離了祂，我什麼都不是；

離了祂，就算我能做什麼，  神也不要；離了祂，就算我是什麽（I am somebody），甚至

是在名人堂裏面，但是在  神的眼中仍然是如同無有。 

 神最大的否定是藉著十字架， 神最大的肯定是藉著祂兒子耶穌基督。有基

督就有一切；沒有基督，  神什麼都不要。所以我們說任何事情，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跟基督發生關係，它就是大事，因為這實在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需要對我

們的主有第一手、真實、深入、正確的認識。 

 

二．由『基督內住』到 『基督成形』 

我剛才已經講了，基督根本就已經住在我們裏面了。可是因為我們對自己還有盼望，

所以我們都很努力。我們看一處《聖經》，我原來沒有列在綱要上面的，但是我後來在默

想的時候，我覺得這幾節經文蠻重要的。歌羅西書第二章第二十節到第二十三節：「你們

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什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

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這一切，正

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苦

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我們常常有很多規矩列出來，然後，

我們認為你只要做到這個，就表示你敬虔。 

我從小就是在在台灣一個要求很嚴謹的教會裏長大，那時候連喝咖啡都是你愛世界

的表現，更不要說看電視了 — 那就像家裏有一個魔鬼住在裏面一樣。所以在我們的家

裏是不可以有電視的，也不可以看電影。記得我哥哥有一次偷偷跑去看電影，被我爸爸

狠狠地打了一頓。現在的人誰會接受這些？我到中國戴戒指，人家說你愛世界；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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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另外一個同工就只好用創可貼把戒指包起來，因為手指太肥了，已經拉不下來了。他

太太的穿著耳洞也只好用創可貼遮著，不然不能講道，因為有很多規矩。但是，弟兄姊

妹，《聖經》上告訴我們說，你明明跟耶穌同死了，為什麼天天還活在這些不可以拿、不

可以摸、不可以嘗的規條裏面呢？ 

我認識一個弟兄，他在年輕的時候，想去看電影《耶穌傳》，他覺得應該可以看，是

講耶穌的嘛。但是，我們的規矩是不可以上電影院。所以，他就跟另一個弟兄約好了：

大熱天，大太陽底下，兩個人穿著雨衣，排隊去買電影票，因為怕人家看到。在台灣夏

天熱得不得了，那時候的雨衣不像現在的料子這麼好，是那種很厚的，穿了全身就都是

汗，而且還會有臭味的。這是―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嘗‖，活得非常辛苦。 

弟兄姊妹， 神不要我們活在這樣的境界，這不是《聖經》上說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加 2：20）這些東西只是讓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

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西 2：23）你要來就來真的，

是為主做，是從生命裏面做。那這些東西就不能說它都沒有價值。你為了主，敬虔；

你為了主，不翹腳；你為了主，不戴戒指；你為了主，不喝咖啡、不看電視、不看電影。

感謝主！必須要跟基督發生關係。如果沒有跟基督發生關係，只是跟律法發生關係的

話，保羅說這些東西在你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的。 

接下來，第三章第三節說：「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

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這是一個極大的對比。你在  神的眼中根本就是已經

死了。我上次已經講了十字架的幾個方面。講到同釘的十字架，你根本是跟基督已經同

死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光是羨慕外面基督徒該這樣、該那樣，而是要讓裏面的生命活出來。 

以前有一個鄉下人，他第一次進城去。他發現城裏面的人都不需要去打水。只要有

個水龍頭，一開，水就出來了。他羡慕得不得了，因為他在鄉下都得翻山越嶺地到湖邊、

到溪邊去打水，然後再走回來，太累了。 他就問人家：―你這個在哪裏弄的？‖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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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告訴他在五金店。他跑去馬上就買了好幾個，然後帶回家以後，就在每一個墻上、廚

房、洗澡房，都裝上一個。然後就打開來，有沒有水？沒有水。這個叫作：學表面，裏

面沒有生命。 

很多的宗教，很多的時候連我們當基督徒的，就是學表面，裏面沒有屬靈的實際

（spiritual reality）。就像我說我哥哥的小孩，才不到一歲的時候帶他出去吃飯，在那個彩

色的菜單（menu）上，他看到那個漢堡（hamburger）好吃，就這樣摸一下放到嘴巴去，

那是沒有屬靈的實際（spiritual reality）。東西看起來是真的，吸引人、羡慕，也弄手去嘗

了，但是其實沒有得到生命，因為它沒有屬靈的實際。 

今天所有的實際都在耶穌基督裏，這個叫作：不再是我，是基督；不再是外面，乃

是裏面，全都是生命的事情。所以保羅責備加拉太的信徒說：「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

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

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你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

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加 3：1-4）這是保羅對他們的遺憾。所以到了第四章十

九節，他說：「我小子啊，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我們只要重生得救了，都有基督的内住。但是這個從  神來的生命，需要長大、需要成

熟。就像種子落在好土的裏面，它不會永遠在土的裏面，它需要破土而出，它需要長大、

成熟、結實累累，這叫作成形。 

所以基督不僅要内住，還要成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基督的内住，所以很多的

時候，我們也得勝。剛才那些詩班的弟兄姊妹在這裡做見證：―自耶穌來住在我心‖，我

有怎樣的改變。但不見得天天都那樣，天天都脾氣好了，有的時候還是會被惹毛了。但

是，至少你是知道基督内住是真東西，很多的時候出來的是真東西。但是當我們每一次

得勝、每一次捨己、每一次順服的時候，這個生命就又長一點。那麼到最後，它

就越來越穩了，很多的事情就不容易再摸著我們，因為祂不僅內住，讓我們有那

個得勝的本錢，而且我們的得勝越來越穩；我們的經歷越來越進入深、進入高、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10-13 

 

ND-205         Page 8 
 

 

進入穩，真的是穩行在高處，這是生命的成長。 

我們看小孩子的成長就是這樣的。小孩子剛出生的時候，他生命都已經在他裏面，

什麽東西都已經在他裏面，但是他需要成長。小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腳是可以跑

的，他連走都不會，連爬都還不會。可是當他成長的時候，他發現他的腳可以爬；有一

天他發現他腳可以站，可以走路；他甚至發現後來可以跑；有一天又發現他可以踢球，

它的功用可以一直發揮的。所以基督不僅内住在我們裏面，基督還要成形在我們裏面。 

 

三．由『不再是我』到『乃是基督』 ；由『同死』到『同活』 

第三個，講到由『不再是我』到『乃是基督』；從『同死』到『同活』。為了要讓基

督的生命能夠在我們身上活出來，只有一條路，就是藉著十字架。所以我們講過很多次

了，十字架不是 神的目的，苦難不是 神的目的， 基督才是。 『不再是我』不是 

神的目的，『乃是基督』才是 神的目的。所有的倒空不是目的，充滿才是；所有

的剝奪、拆毀都不是目的， 神的建造才是目的。 

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一節說：「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

活……‖」，那個―若‖就請你圈起來。我每次說讀《聖經》讀到―若‖的時候，這都是講到

我們能不能進入那個經歷，在乎我們的抉擇：你要還是不要？救恩是完全的、救

恩是公平的、救恩是豐富的、救恩是永恒的， 神都預備好了。你要不要？進不進

入？進入多少？享受多少？活出多少？全在乎那個―若‖字。這是我們的揀選。不是

靠律法、不是靠行為，乃是靠我們要不要。所以永遠不是解決我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我

要不要的問題。 神都預備好了，在基督裏全預備好了，所以我們的失敗是無可推諉，是

沒有藉口的。沒有辦法藉口，因為基督都已經預備了，所以今天只是我們要活出基督的

話，他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腓立比書三章十節到十一節，是賓•路易師母（Mrs. Penn-Lewis）在講《同釘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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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除了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以外，又非常關鍵的兩節經文。保羅在這裏說：「使我

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

得以從死裏復活。」效法祂的死 (being conformed to His death) 就是。不僅知道那個死

是一個事實，是基督已經作成的、客觀的一個偉大的救恩；我還要在主觀上效法

祂的死（conform to His death），就是我要有份於祂的死，我要連於祂的死，這是

我們主動要做的。如果我還是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去掙扎，咬緊牙關去忍受他的脾氣，攻

克己身，這樣逃避試探，這是用外功的方法。不是說它完全不好，因為你還是在立志行

善，至少避免你犯大錯，你還是可以用這種方法。但是真正的救恩不是靠這個，早晚  神

會讓我們知道靠這個沒有用，乃是要效法祂的死（conform to His death）。我接受祂的死，

接受祂的否定，接受祂全然的拒絕，而讓我轉向主來接受基督。保羅說：―當我效法

祂的死（conformed to His death）的時候，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他講「或者我

也得以從死裏復活」，難道是指他肉身死而復活嗎？難道是在指將來那一天去見  神的

時候，他要復活嗎？絕對不是指的他現在肉身死了可以經歷復活；也不是指到將來去見  

神的時候，那天我們都要復活。而是講到在他內在的生命裏面，當他效法主的死

（conform to His death）的時候，基督復活的生命要來取代我們，就「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記得有一次禱告會的時候，我帶詩歌《事奉耶穌真有快樂》，然後，我就問弟兄姊妹：

大家覺得事奉耶穌真有快樂的，請擧手。全部人都舉手了。接下來，我說：事奉真有快

樂的請擧手。很多人手就放下了，只剩下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舉手。我在加拿大的那次上

千人的聚會裏面，我也問他們：事奉耶穌真有快樂的，請擧手。滿滿地都擧了。我說那

事奉真有快樂的，請擧手。結果就少很多。 

在這裡讓我們看見一件事，―事奉耶穌‖ 跟 ―事奉‖ 之間本來應該是有等號的，什麽

時候這個等號不見了？為什麽？如果是 ―事奉耶穌‖，我們就覺得很有力量，因為我們愛

祂、願意為祂擺上；可是如果只是 ―事奉‖ 的話，就發現很多的時候，我們裏面很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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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累，想逃避。所以在這裡碰到一件事情：到底我們的事奉是不是為耶穌？我是不是活

著為耶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關鍵是這麽的重要，連保羅都說：「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

裏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西 3：23）這是我們事奉不埋怨、不疲倦、

有力量、肯付代價，很重要的關鍵。活著為耶穌、事奉為耶穌。但是其實還有一個更重

要的關鍵：不僅活著為耶穌、事奉耶穌，而且我活著是耶穌。不僅是活著為耶穌，是活

著是耶穌。這是保羅要把我們帶進去的境界。光為耶穌，我們已經可以忍受很多的苦了，

我們也甘心付代價了，我們也會很喜樂，事奉耶穌真有快樂。但是弟兄姊妹，要能夠路

走得遠，能夠奔跑不至於疲倦，行路不至於疲乏，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必須我

們不僅是為耶穌，而且我們整個的生命、力量、源頭就是耶穌基督。這個叫作「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從『同死』到『同活』。 

不要以為這個信息是很高深的，只有研究所以上學歷的弟兄姊妹才要聼的。其實是

我們一進門就要聼的，因為這是救恩的核心，是救恩的根基。而偏偏這個點，是被仇敵

蒙蔽最厲害的地方。很多的基督徒，靠著聖靈入門，活在軟弱、掙扎、痛苦、灰心、失

望的裏面，到最後說：―我的信仰是不是出問題了？‖ 因為我們這是靠肉身成全「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重要到一個地步，是在我們受浸的時候就應該知道的。我們來看羅馬書

第六章三到五節，保羅說：「豈不知……」，這個 ―豈不知‖ 是什麽意思？就是怎麽會連

這個都不知道！手放到火上一定會燙的，你怎麽會不知道？拿刀子切身上一定會流血

的，你怎麽會連這個都不知道？豈不知男生該上男生廁所嗎，加州怎麽會糊塗到這個地

步？保羅說：「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那其

實是一個埋葬聚會，是安息聚會，是受洗歸入祂的死。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這講到祂的目的（purpose）， 「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

的樣式」。換句話說，你進到水裏就表示你已經死了。怎樣可以從死裏面出來？必

須復活。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復活的生命。只有耶穌基督，祂不僅有復活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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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而且祂把祂復活生命的大能賜給了所有信祂的人。我們能夠從水裏上來，是因

為已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既然有新的生命，一舉一動，就要有新生的樣式。所

以，第五節，又是講 ―若‖，「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

狀上與他聯合。」所以請弟兄姊妹注意到，不僅在這裡保羅把一個客觀救恩的事實， 講

得這麽清楚，而且是對剛剛初信受浸的人他就講，「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

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你一信耶穌就應該知道的。但是在經歷上，他說：「我

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親愛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已經信主多少年了，你真明白 ―豈不知我們都死了嗎‖？ 

―完全了了，完全了了，從今以後我完全了了。完全了了，完全了了，從今以後我完全了

了‖ 。―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裏面活。‖ 這是受浸唱的歌，高不高？已經很高了。我們受浸時就應該知道，我們

已經是被 神打了一個大叉叉 — 完全了了。不僅這樣，從今以後，「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 

我上次給你們做過見證，一個九十嵗被主接去了的弟兄，是一個非常紳士的弟兄。

他以前在大學傳福音的時候被人家羞辱，被人家推出來，他氣得不得了，委屈得不得了。

因為他很害羞，他就覺得很羞辱，不肯再傳福音，就回家了。當他坐在自己的書桌前面

沮喪的時候，聖靈就把我剛才唱的這兩節唱給他聼。一個講到完全了了，他心裏面就在

想說：―對啊，我完全了了，怎麽還氣成這樣子呢？‖ 有沒有真的完？沒有嘛，對不對？

更感動的是聖靈接著唱下一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說那時候他感動得愛充滿在

他的裏面，所有的羞辱都忘記了。他想到  神的兒子就是這樣為我們來到地上，他就抓

起福音單張，又出去發福音單張。那天晚上全教會帶來福音朋友最多的就是他。 

弟兄姊妹，在我們生活裏就是可以這樣來經歷：原來我是這樣軟弱，但是聖靈提醒

我們，不再是我，完全了了。更積極的是，聖靈要教我們「乃是基督」，讓我們可以活出 

神的尊貴和榮美來。一生都在碰到這種事情，有的小一點，有的大一點；有的時間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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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有的時間長一點。但是，真正得勝的關鍵，其實都不是咬緊牙關出來的，而是

至終 神要把我們帶到基督的替代。我也在學，我到現在都在學。 

1. 是改變生命的途徑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我們生命改變的途徑。真正生命的改變一定是從這裡

來。不是外功，是內功；不是道德，不是律法，不是行為，乃是生命的長進、生命的流

露。哥林多後書第四章七到十二節說：「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

能力，是出於 神……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

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

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

發動。」從這一段的《聖經》裏面，我們看見基督的內住，這個寶貝在瓦器裏，至少

帶來了三件大的祝福。 

第一個，這個寶貝使我們可以勝過一切的挑戰：四面受敵，不被困住；心裡作

難，不至於失望；遭逼迫，不被丟棄；打倒了，都被打倒了，我好幾次真的倒了，但是

卻不至於死亡，還會起來。因為有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個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

不是出於我們。 

第二個，這個寶貝在瓦器裏，使我們可以活得像祂。身上帶著耶穌的死，使耶

穌的生顯明在我們身上，這叫作像祂。耶穌的生在我們身上彰顯了。就像我今天早上主

日信息時講的那個老牧師，水一濺，卻濺出他的慈愛、他的溫和、他的體恤、他的豐富、

他的老練，因為他生命被改變了。 

第三個，寶貝在我們裏，使我們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死是在我身上發動，生

卻是在別人身上發動。因為基督在我們裏面，我們才可能真正地成為別人的祝福。而且

從第一天開始，一信耶穌開始，就可以了。 

我跟你們講過一個見證，是上海的一個弟兄。從來沒聽過福音，剛信主的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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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宿舍睡覺的時候，聖靈感動他跪下來禱告，他不敢，他說同學會笑他。但是聖

靈就開始管他了。當他一跪下來的時候，所有的同學都在笑他，他的七個室友就跪在他

後面。房間不夠跪，跪到走道了，結果隔壁宿舍的人看到了，說這些人在幹什麼，也跟

著跪在後面，所以跪了一條長線。然後聖靈就感動他說：―你開始禱告。‖ 他說：―主啊，

我剛剛信耶穌，我不會禱告。‖ 聖靈就教他：―主耶穌，我感謝祢！‖ 第二個人就惡作

劇學他：―主耶穌，我感謝祢！‖ 第三個就學第二個，第四個就學第三個，所以很多人

在那裡開玩笑、惡作劇，但是，也就跟著他開始禱告了。沒想到那一天晚上，主藉著一

個當天才得救的才生嬰孩，救了好幾個跪在後面開玩笑的朋友。 

所以，不要以為只有大佈道家才能傳福音。你看我們花這麼多功夫，做這麼多事，

發福音單張，喊個老半天，才兩三個人信主。人家當天信主，當天就可以叫人得救。所

以千萬不要以為我不能傳福音，福音是活出來的。別人不僅要聽，別人要看：原來在我

裏面，真是有生命。所以，什麼時候死在我身上發動，耶穌的生顯在我身上，讓我

活得可以像祂。什麼時候死在我身上發動，生要在別人身上發動，要叫別人從我

身上得到耶穌，得到祝福。 

接下來，彼得後書第一章三到七節：「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

得與 神的性情有份。正因為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

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

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

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就是我們的生命不斷地被改變，能够跟  神的生命、

祂聖潔的性情有分（to be partakers of his divine nature）。所以，這是我們生命能夠被改

變的途徑。 

2. 是生活得勝的秘訣 

接下來講到我們生活能夠得勝的秘訣。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 神能照著運行在

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腓立比書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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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我講道的時候，常常會把腓立比書這一節經文跟約翰福音十五章第五節放在一起。約翰

福音十五章第五節說到「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for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離了我，你啥都不能做，什麽事都不能做，你們就不能做什麽。但是，保羅

卻在這裡告訴我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we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一個是

什麼都不能，一個是什麼都能。關鍵在於什麽？關鍵在於到底我們跟基督是什麽關

係，到底我們所活出來的源頭，是舊造的我呢，還是新造的基督？ 

接著腓立比書第一章二十節到二十一節「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

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

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弟兄姊妹，說這句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這句話成為我們生活的挑戰，願意我們向主有一個禱告：―不管怎樣的處境，

不管怎樣的挑戰，不管怎樣的困難，不管我自己在怎樣的光景裏面，不管或生或死兩個

極端中的哪一個，我希望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我們能做到這個，不是藉著咬

緊牙關，不是靠著「肉身成全」，乃是因為他自己底下說的：「因我活著就是基督」這

是秘訣，保羅講這句話的時候不是在這裡誇耀說：―我現在活著都是基督‖，而是說：―我

能夠在凡事上叫基督照常顯大的秘訣在於 —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因為祂是我的生命。‖ 

 

四．實行之路 

我今天要特別提一下實行的路，因為我覺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太容易講，

這是一個觀念上啟示性的真理。但是我們怎麼樣能夠帶回到生活裏面試著去用？我自己

禱告了之後，寫了幾個簡單的提醒。 

1. 相信、接受『基督內住並成為我們新生命』的偉大事實 

第一個，要相信、接受『基督內住並成為我們新生命』的這個偉大事實。你自己

對於基督內住，而且成為我們生命這個事實，在真理上、在信心裏接受還有困難的，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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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好，大家都沒有問題，就是我們基本上都知道基督已經內住了。 

『基督內住』，你不緊張啊？你到哪裡去，祂都在哦；你做什麽，祂都在看哦；你

做什麽，祂都想要替代你哦，想要把你放在死地，祂來活哦。我們真正相信跟真正進入，

還是差很多。要簡單地相信，主真的住在我的裏面。祂不僅是跟我同在，而且像歌羅西

書三章四節所說的：「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英文翻作 ―基督（Christ），逗點，我們的生

命（our life）‖，兩者幾乎可以劃等號的：我們的生命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們的生命。

弟兄姊妹，這是很大的事 — 基督成了我的生命。祂不僅是跟我同在，祂愛我，祂

陪我，祂幫我，祂根本就是我的生命。―基督（Christ），我們的生命（our life）‖。

我們一定要接受這個事實。什麼樣的生命活出什麽樣的生活：你把雞丟到水上，叫牠學

游泳，牠學不會的，牠的結局就是滅頂；你把鴨丟到水上，你不用教，牠在水裏游泳，

高興得不得了，牠很享受的。我們要認識這個事實。 

2. 在平常的生活中，積極地經歷並揣摩什麼叫『基督的替代』 

第二件事情，是比較更進入具體的實行了 — 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積極地來經

歷並且揣摩什麽叫作『基督的替代』。我用 ―揣摩‖ 這個詞，我就是希望大家去比較一

下：我原來憑著自己，是怎麼樣經過的，我的結局是什麼；而今天我換一種方式

來經歷，我換一種生命來面對，照著《聖經》上說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

來試試看，看看帶來的結果有沒有不一樣。要去揣摩，你不是一下就能夠進入的，你

可能會失敗幾次，或是摸不著頭緒。沒關係，你試試看。原來我的孩子講這句話，或

是我的姊妹那樣對我不順服，我一定大發脾氣的，這是從前的我。那麼你現在試試看

如果今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帶來的結果到底是什麽。你自己去揣摩。 

1） 在你的遭遇中，試著問自己：『如果換成主，祂會怎麼做？祂會怎麼 

 回應這個局面？』（What Would Jesus Do? – WWJD） 

底下就講到具體怎麼做？就是在很現實的遭遇裏，像我剛才講的：孩子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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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你，或是太太不順服，或是先生發脾氣，或是家裡發生什麽很不舒服的事情，

你平常一定會很激動的，會很沮喪的，會很受傷的，或是在試探面前很軟弱的。

在所有的處境裏面，我們問自己：―如果是主耶穌在這，祂會怎麼做，祂會怎麼

回應？‖這個是在基督教裏面很有名的 — 就是基督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弟兄姊妹，這個是提醒我們：就是主耶穌在的話，祂會怎麼回應？祂會

怎麼樣對人說話？祂會怎麼樣來處理這件事？祂會做什麼樣的決定？但是，在

用這個的時候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絕對不能夠離開基督是我的生命

這個根基。不然的話，你是把一個更高、更高的道德標準壓到你自己身上，你

還是活不出來。我當然知道主耶穌在，就一定不會罵他，一定會原諒他的，但是，

我就是想生他氣，我就是不肯原諒他。 

起碼二十年前，有一對夫妻吵得都要離婚了，我跟于師母去幫了他們好幾

次，幫完就好一點，過一陣子又壞了。 結果有一天我們兩個在超市買完菜的時

候，于師母說我們再去看他們一下。那時候沒有手機，我說沒有打電話就去，怕

不好意思。後來我們倆都覺得該去，我們就去了。結果沒想到我們一按鈴的時候，

那個太太出來開門了。一看到我們，她整個人愣在那邊，很久都不講話。我後來

才曉得，就在我們按門鈴前，不到一兩分鐘，她剛剛在罵她的先生說：―你不准

再去告訴于弟兄、念慈姐，我這次絕對不給你機會，我跟你離婚離定了。‖ 才講

完，電鈴 ―叮噹‖，結果我們出現了。 

我們都知道耶穌一定會原諒他，再給他一次機會。但是我們常常就會說：

我再也不給你機會了。所以在思考基督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的時

候，如果你離開生命的話，你還是會掉到律法的層次裏去。所以用 WWJD 是第

一步，它的確可以幫助我們，在很多的反應上，稍微冷靜一點，想一想主耶穌在

這裡，祂真的會這樣做嗎？祂會花個一兩萬塊去買一個床睡覺嗎？祂會做這樣的

決定嗎？祂會這樣拋掉自己的家庭、孩子，一個人到中國去，明明人家都說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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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死路一條，從來沒有人得勝過的，全軍覆沒，你還硬要往中國跑嗎？ 

弟兄姊妹，我們自己在主的面前，要去為這些事情禱告。你如果光講基督

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你會發現你只是有一些律法。但是，它會幫

助我們，它至少會幫助我們在很多的事情上，不會放肆。 

2) 學習放手，順從聖靈動感動和主話語的要求，就讓基督來替代你，活 

   出該有的回應 

第二件事情，你要學習放手。 我說的放手，就是放手而順服  神（let go and 

let God），你不再憑自己掙扎。不是說你不管它，而是你要學習放下自己，然後

順從聖靈的感動和主話語的要求。你不僅知道如果主耶穌在這裡的話，祂會

怎麼反應，而且你要學習順服聖靈，那正在我們心中運行的大能大力， 神

能夠照著這個能力，要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所以

要注意，就讓基督來替代你，活出該有的反應。這個就是關鍵點（key point），

很多人可能一次都沒有嘗過，所以我說需要揣摩。 

而且，我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在我們教會，我也一再講，一個基督徒要越早

體會到基督的替代越重要，它是不可少的事情，你一定要嘗嘗。不然的話，你信

主、你整個蒙恩蒙福的層次，實在是太可憐了，太可惜了！因為僅止得救。你只

是得到主寶血的赦免，你只是得到主救恩，得到有永生的盼望可以進天堂，可是

今生的生活裏，你還是憑著自己在過苦海人生，你還是有一個更高的標準、基督

徒的要求，讓你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如果不經歷基督的替代，我們那個最

核心、最寶貴的，就像你吃蘋果只喫了蘋果皮就是了，你沒有享受它裏面

真正的寶貴。 

所以，我們 神的兒女們一定要在基督的替代上早一點來經歷，是活出

來，而不是咬牙切齒、勉為其難的表面功夫。你要一隻猴子學習做人，戴太

陽眼鏡，叼著煙斗，戴著帽子，拿著拐杖，穿著西裝，牠人模人樣的，可以騎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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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車出來，牠什麽都可以學。但是如果你在牠不注意的時候，在牠旁邊放個鞭炮，

牠「咻咻咻」就爬上去了，馬上那個本性就出來了。牠已經忘記牠需要莊重，牠

通通都忘了。如果你丟一個香蕉給牠，牠肯定什麽都不管，抓起來就吃，那才是

牠的本性。 

我們在外功上一直壓制，這不是 神要做的， 神整個的救恩是從裏面開

始，從根本找起，從生命著手。這個叫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

我們要在生活的裏操練，讓主來替代：主耶穌，祢替我來應付它，照我的本性，

照我的個性，照我和他之間過去這麼多的經歷，我不想原諒他，我不想放過他；

可是主耶穌，我知道如果祢在這裡，祢會怎麼處理。 

我在這裏要強調，不是要我們妥協、包容、縱容、放縱，如果主耶穌在，祂

甚至會很嚴厲地管，祂可以拿起鞭子把那些買賣牛羊、兌換銀錢的人全部趕出

去，祂要嚴的時候祂是很嚴的，但是，祂是在祂的聖潔的生命裏面做這些事，祂

是為著愛，為著  神的榮耀，跟我們發憤怒是不一樣的。所以，不是縱容，不

是忍耐，而是我們要學習：主耶穌如果在這裡，祂到底會怎麼處理這件事？ 

譬如說，我們都住在一個房間裏面，有人睡上鋪，有人睡下鋪；有人靠廁所

一點、有人不靠廁所一點，一定有好一點的位置，壞一點的位置。當你馬上就要

挑你最喜歡的位置時候，你不妨停下來問一下：―主耶穌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 然後，如果這個時候聖靈感動你，你說：―主啊，我就是喜歡睡下

鋪，我半夜要起來三次，睡上鋪多不方便啊。求祢幫助。‖ 如果主容許你，那你

就睡。但是，如果主要求你學習把好的讓給別人，那麼你就學習順服祂。當你

真的這樣順服的時候，基督真的來替代的時候，你會發現所有的要求、所

有的十字架都不會那麼苦了。因為那是基督，那是祂自己，那是祂生命的

流露，那是祂很自然本性的反應。那不是學來的、不是模仿的、不是要求來

的，而是一個很自然的流露。所以，我跟你們講過好幾次，很多次我跟人家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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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時，心裏怕得要死、不想傳、想放棄的時候，突然一下子轉向主，主的愛馬上

進到我的裏面，然後我就帶著基督的愛去靠近他，去把福音傳給他。而且，那個

福音非常有能力，因為帶著基督的愛。 

3. 不論成與不成，試著找出成敗的關鍵及其不同的果效 

最後，講到不論成或不成，就是不管你這次成功了，還是失敗了。我只是先放下

伏筆，因為我們常常會失敗。(忍、忍、忍，忍到最後就說：―我告訴你，我的忍耐是有

限度的。我已經忍了你七次了。) 不管成不成，找出成敗的關鍵，以及對應的不同

果效。要認真地學習、揣摩、不輕易放棄，直到你真正地體會到什麼叫作基督的

替代。然後，這樣的經歷會越來越多， 直到有一天，我們可以很穩定地活在基

督替代的有福光景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4. 多與同伴們交通經驗，彼此幫助，彼此勉勵 

最後，希望大家多跟同伴們交換經驗、彼此幫助、勉勵。希望下個禮拜見面的時

候，大家至少交通到一次很清楚的經歷：當遇見讓我最容易有強烈反應、有血氣、有脾

氣、有肉體的事情時，我怎麼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使我這次反應跟從前不一

樣？我們都加油試試看。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這樣地愛我們，把這麼偉大的生命賜給我們。不僅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還死在罪惡過犯中的時候，祢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命，將  神的愛向我們顯明。而且，祢在十

字架上不僅完成了救贖，也更是把我們舊人、舊造都帶到那個偉大同釘的十架上。讓我們如今

活著的，可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我們謝謝祢祝福我們，也求祢幫助我們，把我

們帶進這個有福的真理和經歷， 以至於我們真是有更多的人能夠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

有的馨香之氣。 禱告、感謝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