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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課  認識十架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9 月 29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 神的大能。」

(林前 1：18)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今天再把這麼重要的信息交在祢的手中，祢親自來對我們說

話。也幫助我們藉著認識真理叫我們得到真實的自由，更讓我們藉著能夠活出真理，好讓

我們能夠討祢的喜悅，也能夠成為周圍人的祝福。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今天是我們《新人門徒訓練》的第十二講，我們在《新人門徒訓練》一開頭就開宗明

義地就講得很清楚 ─ 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不是去參加一套的課程，或是去聽很多的道。

要成為耶穌的門徒最關鍵、最中心的一個方向就是我們能夠像耶穌。 

我們在這一個系列的課程裏，非常強調我們的實行。我不曉得十二堂下來，大家到底

覺得自己有沒有改變、有沒有進步？你如果已經覺得自己有改變、有進步的話，我們就感

謝 神。你如果覺得你還沒有改變、還沒有進步的話呢，你也不要灰心。 

有一次，我坐在一對傳道人夫妻的車上，那位師母就在那裡感謝 神說：‚因為最近

教會新來的一些人，教會比較追求，所以最近裏面就覺得屬靈一下子長進，踏實了很多。‛

沒想到她的先生就跟她講了一個笑話，說：‚從前有一個傻瓜，餓得不得了，有人就送了

很多包子給他吃，他就一個、兩個、三個一直吃。吃到大概十來個以後，終於吃飽了。他

就說：‘早知道這個包子會叫我飽，我就先喫它了。’ ‛ 

通過這個笑話，我只是想告訴你們：如果你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什麽改變，請你不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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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很多的改變是累積出來的，成長本身是一個過程。我們雖然上了十二堂課，如果你已

經經歷到主在我們的生活、生命裏面給我們帶來改變，我們感謝 神。如果沒有的話不要

著急，我們繼續努力。我相信時候到了， 神會叫我們在主的面前，能夠看見這樣的追求

沒有白費。 

因為我們最近講的這些真理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剛剛禱告說求主不僅讓我們能夠

認識真理，不僅讓我們藉著認識真理，真理能夠叫我們得自由，而且我們能夠活出真理來，

能夠討 神的喜悅，然後能夠成為別人的祝福。簡單地來說，就是能夠榮 神益人。這是我

們的盼望。 

在講《認識十架》之前，我先複習一下上次我曾經提到的一個圖，有三個臺階，就像

上樓梯一樣。我們至終希望我們不光是得救，而且能夠得勝。我們不光是在主的面前得生

命，而且能夠得著更豐盛的生命。這個從死亡到生命，從膚淺到成熟，從軟弱、不行到最

後我們能夠活在聖靈裡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最根基的一個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認識寶血》─寶血解決了我們罪行的問題。我們犯了很多的罪，我們過去、現在、

將來我們這一生所有的罪，只有藉著耶穌基督的寶血才能夠洗淨、能夠解決。 

第二個，解決了我們的罪行以後，我們要解決我們的罪性，這需要藉著十字架。

因為我們這個人是一個舊造的生命、犯罪的生命，也是一個墮落的生命。如果只是把蜘蛛

網打掃乾淨了，但是蜘蛛還活著，它就會繼續結網，所以我們需要藉著十字架，解決我們

罪性的問題。這是我們等一下要特別來看的。第三個，當我們解決了罪行、解決了罪

性以後，靠著聖靈的幫助，我們怎麼樣能夠在主的面前真正活出我們的超越、得勝、

自由，活出我們該有的境界。那是一個在聖靈裡的境界。所以，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寶血、十架、聖靈這三個臺階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今天我們要講十字架。在十九世紀末期 神興起了一個姊妹，就是賓“路易師母（Mrs 

Jessie Penn-Lewis）， 神把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託給她，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她幾次在 神

的面前抗拒，她覺得這個信息應該由弟兄們來講。但是 神就是託給她。結果她把十字架

的信息傳得非常清楚，強而有力。特別是同釘的亮光，多少 神的兒女們因著她所傳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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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眼睛開了。連史百克弟兄原來都以為自己已經對十字架認識得這麼清楚，當他聽完賓“

路易師母講十架的時候，他覺得他整個眼睛被開了 — 這麼偉大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

性、宇宙性、超越性。在賓“路易師母很有名的一本書，叫作《各各他的十字架》裏面，

一開頭她就開宗明義地講：‚十字架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捩點。一切在它之前的都指

向它，一切在它之後的都歸向它，一切尚未成就的都根據它。‛所以她一開始就把十

字架擺在整個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捩點的地位。真的是這樣。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一到二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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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在保羅這樣一個得著這麼偉大

啟示、對全備救恩這麼認識的使徒的裏面，他那樣地看重釘十字架的基督或是基督並祂釘

十字架。他說：我在你們中間定了主意，我不知道別的。並不是他不知道別的，他當然知

道，他知道太多了。但是，他在這裡要強調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

以我想我們今天看這個題目，真的需要主幫助我們。因為連我這個講這信息的人，都是在

主面前恐懼戰兢：真的是覺得按著我們所當知道的，我們還是不知道；按著我們所當進入

的，我們常常只是摸到皮毛；按著我們所當活出來的，我們真是虧欠。 

我以前講過，有一次我在歐洲，有一個年長的弟兄跟我講：‚于弟兄你知道嗎？我在

歐洲住了二十年，我沒有聽到一篇關於十字架的信息。你說這是多荒涼的地方。‛他跟我

語重心長地講這句話，我的心裏真的是蠻難過的：怎麼可能二十年在那塊地方，沒有聽到

過十字架的信息？我們的弟兄是一個非常追求的弟兄，到處聚會，他把我們的光碟也發送

到各地的聚會。。 

 

一．十架的重要性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要講十字架的重要，保羅把它當作是最重要的信息 — 耶穌基督

並祂釘十字架或是釘十字架的基督。因為這個信息太大了，今天我只能夠簡單地提。我曾

經講過《歷久彌新的十字架》系列，一共十二講。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網上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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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裡把十二講的信息濃縮在這一堂。希望你們幫助我，為我禱告，讓我能夠講得清楚。 

    講到十字架的重要性，我把它盡量簡化為兩點，第一個講到它是聖徒得救的根基，第

二個它是聖徒得勝的根據。 

1. 是聖徒得救的根基 

我們知道我們得救的根基是藉著耶穌基督流寶血，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

的救贖，讓我們可以得救。關於救贖方面的十架的經文非常多，這裡我就引

用了歌羅西書第一章二十節到二十二節做一個代表性的經文：「既然藉著他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

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

敵。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

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這節經文是從 神的角度來看耶穌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不僅叫我們罪

人可以與 神和好，而且祂叫地上的、叫天上的、叫萬有都跟 神和好，這是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太偉大的事。讓我們從前與 神為敵的人，如今藉著基督

肉身的受死，能夠與 神和好。不光與 神和好，還叫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

疵，無可責備，把我們引到 神的面前。 

讀歌羅西書的時候，我常常都不敢讀下去，覺得怎麼可能？（How can 

that be？）對於我們這樣敗壞的人、應受死刑的人、與 神為敵的人，耶稣基

督不僅把冤仇廢去了，叫我們與 神和好，而且叫我們成為無有瑕疵，被帶

到 神的面前。所以基督救贖的十字架，不光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滿足

了 神公義的要求；也不光是廢掉了仇敵在我們身上的工作；而且祂讓

我們這班人 1) 因信稱義，2) 與 神和好，3) 以 神為樂；然後，4) 得

著 神兒子的名分；最後，5) 得著所應許的聖靈。這五句話都是救贖的

十字架所完成的大事。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9-029 

 

ND-204         Page 5 
 

 

弟兄姊妹，我們在主的面前實在求 神幫助我們，讓我們看見耶穌基督

的十字架是我們得救的根基。我雖然沒有看過《桂河大橋》這個電影，但是

我在書上看到過這個故事。它說日本軍有一次發現他們突然掉了一個鐵鍬，

就把所有的俘虏全部叫到前面：‚到底誰偷了？‛大家都說沒有偷。那個日

本兵非常地霸道，他說：‚你們如果不承認的話，我把你們全部都殺掉。我

再給你們一分鐘的時間，如果沒有人出來，我就把你們全部殺掉。‛這是他

們絕對做得出來的事情。結果有一個人就出來了，他說：‚是我拿的，對不

起。‛ 那個日本兵‚啪‛一槍，就把他打死了。才打死沒有多久，他們就

發現那個鐵鍬其實就在旁邊不遠的地方。那個人出來，就保全了全部的人。

弟兄姊妹，這個叫作犧牲的愛。 

《聖經》上說到被掛在木頭上的都是受咒詛的，我們這班人在 神公義

律法的咒詛底下其實是要受永遠審判的。所以，該掛十字架、該下火湖的是

我們，但是耶穌基督為我們上了十字架，就免了我們上十架、免了我們下火

湖。十架是為了我們今生的罪，火湖是為了我們永世裏面的審判。但是，

基督都為我們廢除了。 

 

2. 是聖徒得勝的根據 

十字架是我們得救的根基，也是我們得勝的根據。等一下我們會讀到經

文講到耶穌基督也藉著十字架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藉著十字架，祂把仇敵

擄來，讓我們可以仗著十字架誇勝。但是我現在先講到聖徒得勝的根據。 

《聖經》上至少列了四件事情，是我們在地上經過時，除了仇敵主動的

攻擊、破壞以外，仇敵最常攻擊我們的管道、方法：1) 是藉著罪；2 是藉著

世界；3) 是藉著我們的老己、天然舊造、老亞當的生命；4) 就是藉著我們

的肉體。這四件事情幾乎解釋了我們所有軟弱的原因，我們的失敗、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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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都在這四項（category）裏面。不是因為犯罪；就是因為貪愛世界，

在主以外有所貪愛，讓我們被愁苦刺透 — 用別的代替耶和華，我們的愁苦

就加增；或是我們的老己、天然的生命、敗壞的本性；或是我們的肉體跟肉

體的一切的表現。我們基本上就是活在這些裏面。 

這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天天都在面對的挑戰或是爭戰，也是我們天天所面

對的揀選，也是我們天天所面對的淘汰。幾乎從早到晚我們就是活在這四件

事情的攪擾底下 — 罪惡誘惑我們、撒但來試探我們、世界來誘惑我們、我

們自己老己的生命在這裡發動，活出了各式各樣肉體的表現。所以我上次講

到一個屬肉體的人常常因為勝不過試探而犯罪，因為活不出律法而失

敗，這是屬肉體的人身上兩個很大的特點。 

弟兄姊妹，接下來我用四節經文，把這四件事情簡單地帶過去。請你們

特別注意它們所共有的兩個特點：第一個，它們都跟十字架發生關係。第

二個，它們都因著十字架已經被解決，都是完成式，都是已經結束了、

已經解決了的，至少在客觀上是已經在基督裏全部作成了的。今天我們

有沒有活出來，那是我們的事情；今天我們有沒有進入，那是我們的問

題。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時候，祂就已經全部完成了（all 

done），一次永遠成就了（once for all），已經解決了。 

1）勝過罪 

勝過罪就是已死的人脫離了罪。我們來看《聖經》：「因為知道

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

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羅 6：6-7）如果肉身死了的

話，就很容易明白，已經死的人是脫離了罪。但是，我們的肉身還

活著。所以，這裡的死不是指肉身的死，而是在信心裏面，我們連

於十字架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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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次講過見證，半夜十二點我被叫到賭場去，要把人從賭場

裏面拉出來。對於一個很喜歡賭博的人，如果他已經死了，你把他

抬到拉斯維加斯去，甚至把他抬到賭桌上去，他都不會賭了，因為

他已經死了，罪對他沒有誘惑了。可是當他還活著的時候，那個賭

癮就在他裏面，那個捆綁就在他身上。我以前服事的弟兄，因為每

次出去都欠幾千塊錢回來，所以信用卡（credit card）被沒收了，錢

也被管制了。當他賭癮出來的時候，他急得跑到人家洗衣店（laundry 

room）裏面，去把硬幣（coin）都敲出來，帶著那點硬幣（coin）

又跑去賭博。那個賭癮來了，他就是沒有辦法。 

馬克“吐溫說：‚戒煙是最簡單的一件事情，我早就已經戒了

好幾百次了，太容易了。‛就表示他勝不過。英國有一句話說：每

一根煙就是棺材上的一根釘子。可是，大家就是天天幫自己釘釘子。

明明知道，卻做不到。可是在一個已經死了的煙槍面前，你把進口

煙、最好的煙放在他面前，他不會受試探，因為他已經死掉了。所

以，《聖經》上強調這個‚已經‛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因著耶穌基

督在十字架上已經成就的，我們在信心裏的與基督同死，能夠

幫助我們不受罪的誘惑和轄制。 

2）勝過世界 

加拉太書六章十四節說：「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

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請特別注意

到兩個詞 —‚已經‛ 和‚十字架‛。 

3）勝過老己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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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 2:20）再一次注意那個‚已經‛跟‚十

字架‛。 

4）勝過肉體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同

釘在十字架上了。」(加 5:24)  

我們基督徒每一天所面對的爭戰、所面對的揀選，基本上都跟這四件事

情發生關係：罪的試探；世界的誘惑；我們天然的生命、敗壞的本性；然後

我們肉體各式各樣的表現，天天都在我們的生活裏面。而 神的解決，是藉

著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而且在時間上是已經全部作成了的（all done、done 

deal ），是一次就永遠完成了的（once for all）。所以我們今天要在信心的裏

面來接受這個事實。 

我講《認識肉體》的時候講過一個例子：一棵大樹被砍下來以後，它已

經跟生命的源頭脫節了，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死亡是它的結局，枯乾是它

必然的結果。可是，在它剛剛被砍下來，到它真正枯乾、死亡的中間，樹還

會繼續長新葉子，甚至還有小芽在那裏冒出來。這是就著經歷上你所看見

的、所感受到的。但是就著事實上來説，它是斷的，它是死的。 

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在客觀上、要在信心裏面接受基督耶穌在十字

架上所完成的事實；另一方面，藉著聖靈把 我們帶進一切真理的實際，

我們在主觀上，來接受祂、來經歷祂。我們在這裡宣告：我已經與基督

同死，勝過罪、勝過世界、勝過己、勝過肉體。這都是我們藉著信心來

接受，然後在聖靈裏面來進入的。 

將來講到聖靈的時候，我們會再多講聖靈對我們的幫助，但是現在因為

時間這麽短，我只能幫助大家先把這個觀念建立起來。我們這個人在真正實

行的時候，才發現問題多了，所以很多的時候，我們的肉體多年都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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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們真正認真的時候，你就發現我們的生命一直在被 神改變。我們

有時候請弟兄姊妹說：往前坐。叫老半天，大家不動，你不要以為這些是小

事，這都是己生命、肉體的生命的表現。 

我以前在臺灣的時候，沒有被別人砍兩刀算不錯的。因為我最恨那種插

隊的人。我們在外面排隊等公車，等老半天，明明都排得好好的，等到公共

汽車一來的時候，‘轟……’地就全哄上去了。我們這種按照次序排隊的人

真的是氣死了。我天天就在後面喊說：‚請大家排隊。‛沒有用。我在中國

也一樣。在上海打的時，所有的人好像沒看到你一樣，就插到你前面去了，

我乖乖地站著就被人家欺負。大家都是肉體，很不容易改變的。 

 

二．關於十架在聖經中最重要的幾方面啟示 

在真理的地位上，保羅非常看重十字架，把它擺在非常的前面。他說：‚我除

了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不知道別的。‛而在我們的經歷裏面，我們知道它是我們

得救的根基，它是我們得勝的根據。 

接下來，我們來看十字架在《聖經》裏面幾個很重要的啓示。雖然我們都講十

字架，但是絕大多數的基督徒，對十字架的體會都只集中在‚救贖的十字架‛，這是

不夠的。它雖然是根基，沒有這個就沒有別的，但是《聖經》對十字架的啓示絕對不

是只有救贖的十字架。在《歷久彌新的十字架》系列裡，我起碼講了八、九個不同的

點，我在這裡今天只提四個。第一個講到：救贖的十字架；第二個講到：捨己的十字

架，或是在生活裡腳踏實地實行的十字架；第三個講到：同釘的十字架；第四個講到：

製作的十字架。讓大家至少從這四個很重要的角度，來認識十字架在我們身上的意義

和它的工作。 

1．救贖的十架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救贖的十字架。我在這裡再多列一節經文，就是歌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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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書第二章十三節到十五節，「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

了， 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

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于我們的字據，把它撤

去，釘在十字架上。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衆人看，就仗

著十字架誇勝。」這節的經文和前面我們讀的歌羅西書一章二十節到二十

二節，都是在講救贖的十字架。講到我們從前是怎樣的人，如今耶穌基督的

十字架解決了我們罪的問題，滿足了父 神公義的要求，它也對付了仇敵所

有在我們身上的控告、工作和轄制。它不僅叫我們因信稱義；叫我們得以與 

神和好，叫我們可以以 神為樂；叫我們可以得到 神兒子的名分；而且叫我

們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所以，耶穌基督的救贖，從消極方面 — 解決我們的罪；滿足了父 

神公義的要求；解決了仇敵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從積極方面 — 它叫

我們因信稱義。因信稱義、與 神和好、以 神為樂、得著 神兒子的名

分，然後得著所應許的聖靈。這是十字架為我們所作成的，太寶貴了。我

們剛剛讀的歌羅西書第二章十三節到十五節，說有一個叫作：有礙於我們的

字據。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清單（long list），上面列著我們這

一生所有所犯的罪。弟兄姊妹，你敢把這個單子讓別人看嗎？我就不敢。太

見不得人了，對不對？你也不見得外面殺人、放火、強姦，行那些世人認為

的大罪。可是我們思想裏面在想什麽？我們在做什麽？我們的意念、我們的

慾望，我們很多的東西，通通在 神的面前像一個清單一樣。這是要在 神公

義的律法底下交帳的，要去面對的。但是《聖經》上說，耶穌基督藉著祂在

十字架上所作成的，為我們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

據。現在有耶穌基督的寳血在整個清單上面，把它給完全遮蓋了。不僅仇敵

看不到，連 神都不再記念。這真的是偉大的十字架。所以剛才唱那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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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十字架，它永遠是我們的誇耀。就算我們去見主了，它仍然是我

們的倚靠。‛阿們。這是救贖的十字架。 

2. 捨己/實行的十架 

第二個，捨己的十字架，或是叫作：實行的十字架。這是跟我們日常生

活（daily life）發生關係的。在馬太福音，或在路加福音，主耶穌都說：「若

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9:23）

這是主耶穌的呼召。這個十字架就是呼召我們要捨己，就是要在這裡否定我

們自己（deny ourselves）、拒絕我們自己。這跟世界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

世界的教育是要肯定我們自己。但是 神給我們的教導，是要叫我們否定

（deny）自己。因為我們自己無善足稱，我們這個人不可能蒙 神悅納，我

們必須接受耶穌基督。所以這個叫作：捨己的十字架。在我們的生活裏，每

一天都有這樣的十字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十字架。我們的挑戰是如何

在生活裏每一件的大小事情上，讓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得到它當得的地

位：就是藉著捨己，起來背著十字架跟從主。主耶穌自己也給我們做了

榜樣：「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

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 2:6-8）這是主耶穌自己捨己的榜

樣。 

大家在生活裏，能不能發現十字架？你自己在生活裏，真正能夠覺得

（consciously）有十字架嗎？其實在你生活裏面，你一定會感覺到十字架，

大小的事情都有十字架。像我剛才說的請你往前坐這件事，很多人就是喜歡

坐在自己覺得舒服的位子。 

以前有個心理學課，那個老師在研究人類的行為（behavior），就是人

不喜歡改變，因為改變需要代價。為了這個說法（statement），他就做了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09-029 

 

ND-204         Page 12 
 

 

一個實驗。開學第一天上課，他說：‚今天你們都坐好，未來的這一個月你

們就坐在你們目前的位置上。‛所以大家進來都是挑自己喜歡的位置，因為

未來這一個月都要坐在這裡，有人挑窗邊，有人挑走道邊，大家都挑了自己

的位置，都坐得很舒服。一個月以後老師說：‚現在起來換位置，絕對不准

坐在同樣的地方，而且不能坐在同樣的區域（section）。‛ 他發現所有人都

不喜歡換位置。不過只是換一個位置，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的，不需要被

釘、被打、被罵的，可是很多人不樂意。他就問：‚你們喜不喜歡我今天這

樣的改變？‛大家都說不喜歡。因為改變需要適應，所以需要代價。連這樣

一個改變，我們都不肯付代價。更不要說在我們的生活裏，夫妻吵架、掃廁

所、先搶好吃的菜，…… 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捨己的。 

有一位弟兄幾十年前在台灣，他是管會堂的。有一次，他打算給自己買

個臉盆，後來發現教會也需要一個臉盆，所以他就跑去買。結果那天店裏正

好只剩下兩個臉盆。他把兩個都買回來以後，在回家的路上就發現有一個臉

盆刮掉了一塊，他馬上就想到這個是教會的。這是人的本性。主立刻就責備

他：為什麽壞掉的就應該是教會的？ 

我們這個人的自私、自我中心，都需要捨己。不要小看這樣的事情。去

年我跟香港的那些年輕的弟兄姊妹講：被擄的確是很羞辱，失敗、軟弱、

跌倒，但是每一個的歸回，在 神的眼中，都是得勝。不管你多失敗、

多軟弱、多麼瞧不起自己，別人也看不起你，但是每一個的歸回，在 神

的眼中，都是寶貴，都是得勝。每一個歸回的，不要說人， 神數到個位

數，連這些牛、連這些驢、連所有的這些東西， 神都數到個位數。因為 神

看重每一個願意歸向祂，願意歸回的。 

我認識一個年長的弟兄，他們以前同工團體一起過生活，非常辛苦，非

常窮，大家都很省錢。他說他們吃高麗菜(大陸叫包心菜) ，他們把菜切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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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的，然後就煮一點飯，大家已經連續喫了三個月了。後來他突然收到家人

居然給他寄來了三罐沙丁魚罐頭，他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很少又很難得，他

就自己躲在房間喫。他喫的時候，主就光照他、責備他。結果不僅他願意捨

己，把剩下的兩罐拿出來給大家喫，而且主叫他先去跟大家認罪，說他先偷

喫了一罐。 

弟兄姊妹，從早到晚，天天、大小事情都需要捨己。別人激動我們、

惹火我們；別人攪擾我們、占了我們的便宜，我們通通都會不舒服，很多地

方需要捨己。追求需要捨己、愛主需要捨己、要活出基督來需要捨己，

你不死基督就不出來。 

3. 同釘的十架 

第三個，同釘的十字架。這個是賓“路易師母的信息裏面很重要的一環。

大家如果一下子還不能夠那麼明白的話，不要難過。但是，關於十字架的啟

示，這是一個絕對不可以少的。我在我們中間也講過，各地講道的時候，也

都提醒弟兄姊妹：要越早經歷到基督的替代越好。要向主要，因為這是

不可少的事情。 

什麽叫作基督的替代呢？就是我們不是功行主義，不是信了耶穌，還再

憑努力、憑律法：我不可以這樣、我必須那樣；我需要早上晨更，要讀兩章

《聖經》；我不可以發脾氣、不可以貪心、不可以上網絡。如果像這樣憑律

法的話，是練外功。外功不是不重要，但是很辛苦。而且，練外功所得到的，

只是一個過程而已。 神至終要把我們帶到一個地步，就是一切是從生命

裡頭出來。外面努力的東西在 神的眼中，並沒有太大的價值。 神是

希望我們從生命裏面出來。所以，我們要盡早地經歷到什麽叫作從生命

裡、或者叫作基督的替代  —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這個叫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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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去訪問一對結婚幾十年的老夫妻，說：‚你們為什麽能夠這樣幾十

年居然沒有離婚呢？‛那個太太就嘆口氣，說：‚就是四個字忍氣吞聲！所

以，你看我氣喘得這麼厲害。‛ 然後就問先生，先生說：‚我也是四個字——

咬牙切齒！所以，你看我全口假牙。‛這個是外功，它還是有它的價值，至

少沒打起來。一個忍氣吞聲、一個咬牙切齒，但是，至少相安無事過了幾十

年。但是， 神所要的是基督的替代。那個氣不需要像我曾經講的氣球一樣，

脹脹縮縮、縮縮脹脹。如果是真的在基督裏面的話，你就不氣了。那是人憑

自己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只有在基督裏面，就是基督來面對這個局面、

基督來面對這個試探、基督來面對你今天所最難忍受的這個人的時候，

你就發現很多的力量、很多的情形都不一樣、我們的反應都不一樣。 

4. 製作的十架 

製作的十字架，講到我們是 神手中的傑作。 神自己在這裡工作、在這

裡雕削、在這裡倒空、祂要把祂在我們身上的偉大計劃實現出來。我在這裡

寫了一句話：‚「像祂」是 神在我們身上的偉大計劃和工作，而十字架

是使我們能「像祂」的必經道路和方法‛。所以，基督是 神的目的，

十字架是 神的方法。如果是基督，就一定有十字架；如果不是基督，

就用不著十字架。我再說：基督是 神的目的，十字架是 神的方法。所以， 

神在我們身上是藉著十字架，要把基督給我們。所以，受苦 (苦難) 絕對不

是 神的目的，十字架不是 神的目的，基督才是 神的目的。請大家一定要

記得這句話。 

所以， 神在我們身上的傑作 — 真實的十字架一定帶進復活的生

命。我上次講《認識肉體》的時候，跟弟兄姊妹講過：基督和復活生命的

彰顯是真實十架經歷的明證。如果我們真正跟主同死，是一個真實的十

字架的經歷，在我們身上就應該要有基督的活出、就應該要有復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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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身上流露出來。不然的話，我們的忍受、我們的受苦，常常是外功

或是在 神的眼中是白白受苦。我們一樣地受苦，但是沒有達到屬靈的價值，

沒有得到屬靈的結果。 神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給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從這幾個方面來看 — 救贖的十架、捨己的十架、

同釘的十架、製作的十架。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十字架是我們的道路。基督是 神

的目的，十字架是 神的方法。我再說：從 神那邊來說 — 基督是 神的目的。所

有的工作、所有的環境、所有祂在我們身上的拆毀、雕刻，都指向一個目的：就是基

督。基督是 神的目的，而十字架是 神的方法。從我們的角度來說 — 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而十字架是我們的道路、我們的生活。 

所以，有時候主把兩個弟兄擺在一起，像我上次跟你們作見證的，一個急性子

的人，另一個那麼溫和的人。有的時候是更極端的兩個人被擺在一起，一個人就是好

像主已經快來的，什麽事情都要快、快、快。哎呀，主要來了，主要來了。另外一個

人好像是永世已經開始了，沒有時間觀念的。他什麽都跟你慢慢耗、慢慢來。這兩個

人擺在一起，就是磨。那就是特殊的工具，因為有特殊的傑作。 

我再把這四種啓示稍微組合一下來講： 從 神的這一面來說，祂在我們身上有

一個偉大的計劃，祂要把這偉大的計劃做在我們身上，要叫我們像耶穌。請大家記得： 

神所有的工作、救恩的目的是叫我們像耶穌。個人、家庭、教會，都是耶穌基

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所以這是製作的十字架， 神是為了這個而製作。從我

們這一面來說，我們就需要藉著捨己，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主。我們要藉著

起來跟隨，捨己地跟隨基督，把十字架的工作能夠實現、落實在我們身上，讓我這個

人，能夠真正地捨己，否定自己（deny ourselves）。這是從工作的角度來說。 

從我們整個屬靈的經歷上來說，救贖的十字架是我們往前的動力。為了要達成 

神的目的，為了要能夠真正走十架的道路，能夠捨己，跟得上耶穌。救贖的十字架

是我們的動力，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了，眾人就都死了，

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那位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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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5：15）所以，我們走十架道路的動力是在於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祂為我們

流血，祂捨命，祂的大愛在這裡激勵了我們。而同釘的十字架是我們往前走路

的能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憑著我的努力和掙扎，乃是藉著耶穌基督

的替代。 

我這樣把四個啓示分成了兩類。請大家不要搞混了，因為十字架信息實在太大

了，但是我現在只能儘量把它減輕到最低。從 神那面祂有一個偉大的計劃，祂要製

作我們，把我們當作祂的傑作。我們要起來走十架的道路，這叫作實行的十字架，或

捨己的十字架。而我們走路的動力、動機在於救贖的十字架，是因著耶穌基督祂大愛

的激勵，我們願意滿足祂，願意祂的救恩成就在我身上。而我們的能力，在於同釘的

十字架。「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

們。」（林後 4：7）所以這個十字架已經在我們裏面了。 

講到救贖的十字架跟同釘的十字架，救贖是動力，同釘是能力。剛才我一開始

講那個樓梯的時候，已經講了：耶穌基督藉著祂流的寶血，解決了我們的罪行，讓我

們因信被稱義，這就是救贖的十字架。而同釘的十字架，解決了我們的罪性的問題，

因為它是我們的能力，是我們的生命。所以它讓我們不光是可以稱義，而且能夠成聖。 

這些都是有關十字架很重要的啓示，你千萬不要覺得于弟兄今天怎麼塞這麼多

東西給我們，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基督徒很早就應該認識的，讓我們能夠上路。 

 

三．如何更真實地在生活中經歷十字架 

我現在講很實際的（practical）方面 — 如何能夠真正地在我們的生活中來經歷

十字架？ 

1. 要積極地看待十字架：脫離對十字架偏差、狹隘的認識 

第一個，我們要積極地看待十字架，一定要脫離對十字架那種偏差，那

種狹隘的認識，我們認為十字架只是受苦。‚哎呀，他就是我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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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我進到了婚姻以後，他就是我的十字架。不要那麼消極，你要

把它當作積極的十字架。 

我們常常都把十字架當作受苦，但是十字架跟苦難中間沒有等號的。因

為苦難並不代表十字架，而十字架也不是只有苦難。十字架太豐富了。

所以，我們要脫離對十字架偏差、狹隘的看法，知道十字架或苦難不是 神

的目的，基督才是 神的目的。這樣會讓我們整個人變得非常的積極。

拆毀不是 神的目的，建造才是。大家都要真正地相信。每次被拆毀的時候

都很不舒服，我常常被神拆毀的時候，都跟 神說：‚主啊，祢手輕一點好

不好，實在已經受不了了。已經遍體鱗傷了，手下留情。‛ 

我們不能夠只把它當道理，一定要在心裏面來接受、相信和順服。倒空

不是目的，充滿才是目的。倒空是一件讓人很不舒服的事情：自信心被倒掉

了，裏面的喜樂被倒掉了，平安被倒掉，很多事情被倒掉，很多的喜好被倒

掉，很多的習慣被倒掉，天天在這裡倒、倒、倒。但是，倒的目的是為了

充滿，為了把更好的給我們。這是十字架，所以一定要非常積極地看待十

字架。 

2. 依靠聖靈的幫助：順從聖靈藉著十架在我們身上的一切工作 

第二個，寶血、十架、聖靈是不可分割的。我們所有的十字架的經歷其

實是為了要把我們帶到聖靈的境界，就是在基督裡的那樣的寬廣、那樣的自

由、那樣的超越。所以在十架的經歷裏面，絕對需要聖靈。聖靈來，的

確會把我們帶到十架的經歷裏面。但是，更多真實十架的經歷，一定給

我們帶進更豐富的聖靈的境界。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是相互的。所以

你如果沒有真實十架的經歷，但你說你聖靈充滿，天天聖靈澆灌、說方言、

看異象，我對你的聖靈經歷就會大打問號。沒有一個真正聖靈的經歷，不是

建立在穩固的真理和十架的根基上的。沒有十架就沒有聖靈：聖靈的降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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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穌基督釘十字架，然後祂的十字架是有果效的，當祂從死裡復活，並

升到天上以後，我們才得以領受所應許的聖靈。這個是有順序的。所以如果

你沒有經過十字架，卻說你聖靈的經歷很豐富、聖靈的能力很強，我通通都

給你打問號的。真正聖靈的經歷，一定是建立在跟耶穌基督十字架的一

個對的關係上面，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 

所以在十架的經歷裏面，我們需要聖靈，並且順從聖靈在我們身上給我

們所有的帶領。祂會光照我們，安慰我們，指引我們。然後聖靈成為我們的

生命和能力，祂在我們裏面運行。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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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基督復活的大能，這也是聖靈的能力，就在我們的裏面。十字架好像在

拆毀，聖靈在這裡建造。 

哥林多後書三章十八節講到「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

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

成的。」我剛才講到門徒的意義就是要像耶穌，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把

我們的舊造拆毀，帶進基督，叫我們像主。不僅這是十字架的工作，其實也

是聖靈的工作，讓我們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就是聖靈所變成的，變成

主的形像。 

 

我們一起唱《聖徒詩歌》第 78 首，《近十架》，只唱第一節：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此有一寶泉，醫治活水無代價，流自伽略山巔。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誇耀！等我被提到天家，仍是我的倚靠。     

禱告：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啊，早晨我們求祢的聖靈把我們再帶到偉大的十架底下，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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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這裡低頭，靜默思想。本來應該掛在上面的就是我，但是祢這位偉大 神的兒子，聖

潔、沒有瑕疵的 神的羔羊，卻為我們眾人在那裡擔受了一切的羞辱、一切的咒詛、一切

的審判、一切的痛苦。 

主，我們在這裡感謝祢。但願我們這一生不僅永遠不離開祢偉大救贖的根基，永遠不

忘記祢在十字架上向我們所流露的愛。主啊，更讓我們對十字架有一個準確、而且真實的

認識，讓我們知道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裏，從早到晚充滿了十字架。祢藉著各樣的環境，各

樣的人、事、物，都在這裡呼召我們起來，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祢。 

主啊，讓我們不再輕看我們的遭遇，不再輕看我們的環境。不僅讓我們知道在每一件

事情上有十架，而且讓我們真實地在每一件事情上，讓十字架能夠站在它該站的地位，能

夠得著它該得的地位。好讓我們這個人不斷地被祢改變，能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好讓

祢在我們身上那偉大的工作、那偉大的傑作，能夠一直地進行。 

主啊，我們真的求祢把這個積極的態度、積極的認識賜給我們。讓我們不再害怕十架，

而是我們靠著祢的恩典，在祢的愛中，靠著聖靈，來順服十架一切的工作。 

主，我們謝謝祢。真的把我們眾人都交在祢的手中，救我們脫離只是道理的明白，求

聖靈把我們帶進這一切真理的實際，好讓十字架成為我們一生的誇耀，成為我們一生的倚

靠，也成為我們這一生常常與祢連結、與祢交通的原因。謝謝主！聽我們這樣的禱告，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