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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督活在我裏面  

 

讀經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那

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

們，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

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

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

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麼？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素來所傳的福音不是出於人的意思；因為我不是

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你們聽見我

從前在猶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樣極力逼迫殘害神的教會。我又在猶太教中，

比我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有長進，為我袓宗的遺傳更加熱心。然而，那把

我從母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心裏，

叫我把祂傳在外邦人中，我就沒有與屬血氣的人商量，也沒有上耶路撒冷

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獨往亞拉伯去，後又回到大馬色。」（加一

6-17）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

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

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我不廢掉神的恩；義

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二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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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四19-20）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徒十三36上）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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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天父，我們實在感謝祢，這個世界雖然是在一團混亂裏面，但我們仍然

堅信在祢裏面有神的旨意。因為萬物都是因着祢的旨意而造，帶入榮耀裏

面。我們這幾天聚集在祢面前的時候，求祢給我們一個敞開的天，求祢在

基督裏把祢自己的旨意充滿在我們裏面。求祢向我們說話，僕人們敬聽。

我們是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禱告。阿們。 

實在要讚美我們的主，讓我們在這樣的時代可以聚集在祂的面前。我也

深深相信，我們來參加聚會的弟兄姊妹都有一個心願，就是作祂的僕人，

按祂的旨意來事奉祂。今天晚上，我們從加拉太書來看這個題目。 

每一代都有人服事神的旨意，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願；服事神的旨

意，其條件之一就是儆醒禱告。現在神的旨意已經來到最終要完成的世代

裏，所以這一次我們來參加特會的弟兄姊妹，都應該儆醒禱告。 

大衛服事了神的旨意 

在剛才讀的使徒行傳裏面，我們看見大衛服事了神的旨意。在他之前和

之後有許多君王，但不是每一位都服事神的旨意。大衛是耶和華的僕人，

有一個特殊的地位。當撒母耳來膏他作王的時候，他雖然是一個年輕的孩

子，他心裏已經知道耶和華在祂的子民中掌權作王。因為他認識耶和華是

他們的王，所以他能夠靠着神殺了歌利亞。 

我們又知道，當大衛一登基作王，馬上去把大君王心裏面那座城耶路撒

冷奪回來，然後把神的約櫃從森林裏找出來，放在大衛城裏（因為約櫃應

該放在這神之城）；大衛心裏面也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有一個家。所以我們

看見，大衛不僅僅是作一個王而已，他是來服事神的旨意。由頭到尾，他

心裏面很清楚知道神到底要甚麼。今天我們也需要同樣的僕人，他不但知

道所處的時代，且能夠服事神的旨意。可是不少神的僕人並不認識這點，

他們去的地方不是神打發他們去的；他們好像是個順服的人，但是他們並

沒有信心，沒道可以傳。所以今天我們要服事主，應該很清楚的知道神在

這個世代到底要完成甚麼。不然，我們就是在那裏忙忙碌碌，做很多的事，

卻沒有照着祂的旨意來服事祂。 

這次特會我們有不同的講員，從不同的書信（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看這個主題。在這些不同的書信裏，我們一同來看

神怎麼藉着祂的僕人從不同的角度把祂的旨意表明出來。弟兄們要求我從W
es

t C
oa

st 
Chr

ist
ian

 C
on

fer
en

ce



3 

 

加拉太書來看服事神的旨意。 

基督的福音 

從剛才讀的經文裏，可看出保羅為祂所事奉的神、為福音來辯論。「福

音」這個辭，在這本書信裏出現了十四次。保羅為着這個福音是那樣火熱

地、極力地爭辯。從使徒行傳我們知道保羅在第一次巡迴佈道的時候，在

加拉太建立了教會，把福音傳給他們。當他在別處工作的時候，他就聽見

有話傳過來：加拉太教會已經偏離了福音的真道。 

第一章六節：「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

別的福音。」他對加拉太的基督徒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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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第四章二十

節：「我為你們心裏作難。」保羅深深感覺到這個福音被攻擊；所以保羅

在他的權柄裏，藉着他對弟兄姊妹的愛，他的靈就被提升起來。他在加拉

太的各教會，已經把基督福音的根基打下去；但其後有人來又把其他的東

西帶入這個基礎裏，所以他心裏為他們很着急。他兩次說，凡在你們中間

傳所謂的福音，跟我所傳的不一樣，都應當被咒詛。這是非常強烈的語句，

我們好像感覺到保羅生氣到失控了。事實不是，他激動是因為他看見基督

徒中有極大的錯誤發生，錯誤的教訓讓他們遠離了從神旨意所啟示的福音。 

保羅所傳的福音是堅實的基礎，如果我們的根基、這個福音的基礎是錯

的，我們講的這些高深的道理就都變成沒有意義了。我有兩個晚上會跟大

家交通這些根基，有了這個根基，我們才能有好的事奉。今天晚上的重點

是要講這一位啟示的基督活在我裏面。如果神的僕人不認識這個重點—

基督今天活在我裏面，就沒有辦法服事。主若許可，我第二個信息要講主

的僕人怎樣受生產之苦，讓基督的福音有根有基地建立在我們的生命中。 

福音三個重點 

大家想想，為甚麼保羅看見神的兒女偏離了他所傳的福音那麼激動？那

麼強烈地為真道辯護？如果你注意這本書信，會看見保羅講神的福音，有

三個重點，好像一個三角形，每個重點是一個角。第一個重點是恩典，第

二個重點是信心，第三個重點是聖靈。 

我們先看第一個重點：恩典。第一章六節：「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

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在基督徒當中，「恩典」這個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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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是非常受歡迎的。恩典，我們人人都知道。如果問大家，誰覺得自己需

要更多的恩典？我相信每個人都會舉手。「奇異恩典」是一首很受歡迎的

詩歌，但今天我們把這個辭彙用得普遍，我們到底有沒有用錯了這個辭彙？

它準確的意思是甚麼？ 

保羅看見加拉太教會的情形，非常不高興。神屬性的啟示，是藉着耶穌

基督的恩惠表達出來的。神像甚麼，就是恩典這個詞。這就是見證。福音

書告訴我們，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是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

如果我們對恩典這個詞領會錯誤，對神的認識也跟着錯了。在加拉太書，

我們看見有人混了進來，講另個版本的福音，這個恩典就變了。 

第二個重點：信心。這是神的白白的恩賜、禮物。第三章十一節：「沒

有一個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

得生。」這裏講到福音跟信心的關係。我們沒有人因着行為而得救，是白

白的，是靠信心而得救。 

第三個重點：聖靈。我們怎麼知道得救了？因為有聖靈在我們裏面。保

羅說：「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

福音呢？」（三2）所有在加拉太的基督徒，都應該受了聖靈；因為他們都

重生了，被聖靈引導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從聖靈得着恩賜。這些都是很好

的證據，基督住在他們裏面，並不是靠行為來得着。我們今天得着聖靈，

是因着信。所以保羅責問他們：「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是神把信心賜

給你們，也把聖靈賜給你們；但是你們今天事奉神卻是靠着肉體。 

福音受摻雜 

這是因為有一些猶太教的基督徒跑了進來，把這個福音變質了。他們信

耶穌，但同時也信猶太教，就對外邦的基督徒說：你們信耶穌，因着福音

得救，但也應該要行割禮，這樣你們的救恩才有保證；此後你們應該遵守

我們猶太人的傳統，應該注意節日、節期等。保羅聽見他們這樣說，就非

常生氣；因為這樣的說法就把福音的本質摻雜了，改變了。第四章二十一

節：「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請告訴我…」可見那些有猶太背景的

人要把外邦人的基督徒也放在他們律法的捆綁下面。 

記得保羅在羅馬書說過：「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六

14）在加拉太書，他說：「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

着。」（二19）一個基督徒的生命應該怎樣成長？是在恩典之下成長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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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在律法之下成長？問題就在這點。保羅對這件事情是非常透亮的。可

是到今天我們的時代，有許多基督徒還是在律法的捆綁下。有些基督徒強

調：你不能夠成為真的基督徒，除非你受浸禮。也有一些基督徒說：你不

能去天堂，除非你領受這個聖餐。 

我太太的一個嬸嬸要來看我們，惟她告訴我們，要等到禮拜一才可以來；

我就問他為甚麼要等到禮拜一？她說：我好久沒上教堂了，需要在禮拜天

去教會，如果我沒有去教會，領受聖餐，萬一出了事，我沒保證可以上天

堂。很多基督徒的下意識裏有很多這樣框框的律法，非常的律法主義。記

得以前和我一起聚會的一位執事，他把他十六歲的兒子趕出家門，因為他

吸煙。吸煙的兒子就得趕走？抽煙的就不是基督徒？在他的職事裏，他的

認識就是你必把煙給戒了才算基督徒。 

彭弟兄跟我去了以色列一趟，我們也聽見一個悲劇。我們在那裏很感謝

神，碰到一些猶太人信了耶穌，成為基督徒。但有所謂的錫安運動建立起

一個牆，把這些基督徒的猶太人圍起來。他們認為禱告的時候，必須把猶

太人用的那塊布蒙在頭上才有用，必須用希伯來話禱告才靈，又必須遵守

猶太人的七個節期。我們在那裏碰到一些從美國回去的猶太人，他們在那

裏學希伯來話，才能做基督徒。你可以看見，我們如果掉到這些傳統的律

法裏，就失去了事奉神永遠旨意的自由。 

保羅在這裏講到信心，得救是因為信，得着聖靈也是因着信心；但猶太

教的基督徒卻說，不是這麼簡單，你們要做律法的事情才可以。所以這句

「義人必因信得生」改成了「義人必因行為得生」。我們實在感謝主，我

們信主那一天就得着聖靈，祂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祂給我們生命力

量過成聖的生活，但這些猶太教的基督徒把聖靈的能力除掉了。他們鼓勵

基督徒靠着自己的力量，用熱心做一些善行去達到成聖。 

為甚麼保羅很生氣？你看得出來嗎？因為他們把本來福音原貌改掉了。

如果基督徒的信心、福音，不是建立在原初的啟示上，就會被異教之風搖

動。還有更深的層次，真正的福音不是一些教條，不是一些教規，不是一

些神聖理論；真正的福音是一個人。可惜保羅當日所碰到的問題，到今天

我們的時代還存在。 

福音的中心 

保羅得到的福音是怎麼一回事？他在大馬色的路上，被光打倒以後，他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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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聽見一系列的教條呢？沒有，他是遇見一位主，遇見一位救主。保羅

非常驚奇地發現，在大馬色路上他遇見這位他所事奉的神，但是，是耶穌

向他啟示的。在第一章一五至十六節，保羅這樣說：「然而，那把我從母

腹裏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祂兒子啟示在我心裏，叫我

把祂傳在外邦人中。」 

你還記得我剛才講的三個重點：神的恩典、信心與聖靈。但請注意，如

果基督不是在這三角的中間，這三個重點都沒有意義。你怎麼看見恩典？

因為你看見基督。一個人怎樣跟基督聯合？必須藉從祂來的信心。一個基

督徒怎樣與聖靈發生關係？是經過基督；因為是祂讓我們受聖靈的浸。所

以福音是甚麼？就是耶穌基督；不是講到關於耶穌基督。 

我們每個人都要問一個問題：這一位耶穌基督是否啟示在我裏面？這就

是保羅在這裏作的見證，甚麼改變了我一生？是神的兒子啟示在我裏面。

為甚麼這點對我們每個想要作神僕人的這麼重要呢？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

選擇，就是我們事奉的源頭到底從甚麼地方開始？保羅對我們作的見證是

說，事奉是從看見耶穌基督住在我裏面開始的。猶太教的基督徒講事奉，

是靠着律法來事奉神，也可以靠着肉體來事奉神。所以今天我們講到事奉

神的旨意，必須看見耶穌基督活活地住在我們裏面。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

直接得着從上頭來的啟示—基督，讓神的兒子啟示在我們裏面。 

基督在我們裏面的發表 

我們繼續來看保羅怎樣為這個福音作見證，他一直在這本書信裏講述這

點，講基督如何在我裏面發表。我們知道在保羅其他書信也講論「福音」，

他用「福音」這個詞的時候，特別講到我們是怎樣得救的；講到「恩典」

的時候，就不是僅僅講到我們得救的恩典而已；藉着神的恩典，我們得被

帶到榮耀裏去。這一個恩典是要把我們從神的福音開始，一直帶到神的計

劃，進入祂的榮耀。我們要有一個啟示，就是耶穌基督住在我們裏面，這

是基礎，是我們事奉神旨意的基礎。要讓這個事奉能夠很實際地活出來，

就需要繼續不斷地讓基督的啟示在我們裏面擴大。擴大不但是講到基督活

在我裏面，而是關於這位釘十字架的基督。這你來到重要的一節：第二章

二十節。講到個人經驗的再進深一步，他是這樣地願意事奉祂，也願意努

力去做，但是總是失敗。直到有一天，祂向律法死才可以。他說：「我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這是福音的第二部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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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福音 

我們感謝主，我們所信的不是一個沒有十字架的福音。如果照着一般我

們傳統所認識的恩典福音，卻沒有十字架的經歷的話，那麼我們只是信主

得救後，就靠着主努力。所以第二部分，我們要看見福音更深的層次，就

是這位釘十字架的耶穌在我們裏面。在這個時候，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裏面活着。這就是耶穌基督的啟示活在我們裏面。 

我們必須看見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所以，保羅把加拉太的聖徒拉回

來，拉到這點上，讓他們看見，他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第二章二十

節就是他啟示的重點。到了第三章一節，他說：「無知的加拉太人哪。」

為甚麼說他們是無知呢？因為他們認為可以藉着守律法、行割禮、守節期

這些外表上的東西，事奉神的旨意。因此他問：是誰迷惑了你們呢？是誰

讓你們無知呢？這裏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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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這裏講到個人的經歷，他說有一天我真正地看見了，我與基督已

經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和你們在一起

的時候，我已經把這位耶穌釘十字架的圖畫活畫在你們大家面前，我傳給

你們的不單是耶穌基督在加略山上，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

復活而已；而且我也傳給你們，你跟我都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同埋葬，

同復活了。保羅在這裏提醒這些基督徒，我當時在你們中間，是多次把這

個圖畫表明在你們面前。 

記得我十五歲的時候，還沒有得救（我二十歲才得救），有一個朋友邀

請我去參加他教會的福音聚會。那次聚會中的傳道人很會畫畫，所以用粉

筆在牆上畫了畫。當他把福音講完的時候，把燈開啟，是一個紫色的燈光，

十字架就從這個圖畫上冒出來。他再增加一個非常奇妙的色彩，指出這是

唯一到天堂的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這樣傳福音的方法。 

背十字架跟從主 

保羅提醒加拉太的基督徒，當年我在你們中間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次

把基督釘十字架的幅圖畫活畫在你們面前，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對

於這位神的僕人來講，他是真正地經歷過。怎麼開始的呢？愛主。記得主

對祂的門徒說過一句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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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着生命。」（太十六24-25） 

當一個基督徒剛得救，他愛主，就會對主說，我願意捨己，我願意背起

十字架來跟從祢。但是，他們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來奮鬥，在想像中把十字

架背起來跟隨耶穌。漸漸發現作了基督徒，以前不信主的朋友不再理他了，

就看見這個是十字架。隨着時間的過去，他發現這個十字架越來越重了，

如果愛家人比主更深，不配作主的門徒；如果愛錢比愛主更多，不配作主

的門徒。這樣越走，主的要求越來越高，你發現這條路走不下去了；因為

在一生中對自己的投資是非常高的，不論在事業、家庭、所愛的人，我們

都花了很多代價在他們身上。然後主就對我們說，來跟隨我，要捨己，否

定自己。你就越發現，我們裏面對自己的保護越來越加強了。因着這樣的

經驗，他們碰到猶太教的教訓的時候，很能夠接受。怎樣成為好基督徒？

他們也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他們傳的福音說，你可以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如果你接受割禮，你就成功了。 

在這攙雜的福音裏，他們不但沒有否認自己，反而藉着外面的行為和所

做的事，他們這個己更昇華了，更聖潔了。說實話，我們甚麼都願意做，

只要我的己不死都可以。所以你會發現，我們許的願越多，我們失敗得越

慘，越非常沮喪。其實背後有一隻手，在迫我們上梁山；那就是律法。在

第三章裏面，保羅說，律法是引導我們到主面前的師傅。當我們每一次來

到主面前的時候，聖靈藉着律法叫我們知罪。感謝主，我們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相信祂，我們的罪就一筆勾銷。 

保羅把他自己個人的經歷告訴我們，他說，從我信主以後，這個律法在

我裏面對我就有一個要求，你要遵守這個，要遵守那個。對他這個標準的

猶太人來講，他沒有辦法對律法死。因為律法告訴他，這件事不可以做，

那些東西不可以吃。外邦人是不是比較自由呢？外邦人並不比猶太人好到

哪裏去；因為我們裏面有一個良心，良心對我們有很多的要求。保羅在這

裏告訴我們，這個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熱心愛主、

有追求的基督徒，你跟律法就有一個不解之緣，你很希望照着律法的要求

來討神的喜悅。但是經歷告訴你，你發現一個事實，立志行善由得我，只

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們還沒有成為基督徒以前，我們的問題是罪；成為基督徒以後，會發

現我們的問題是罪性，以前的問題是罪行。這個字的妙用是在英文的表達

上。當你看見這個罪性（SIN）的時候，你看見中間的那個「I」是大寫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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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就在這裏。如果我們夠誠實，就會發現所有的問題是自己。我們沒有

辦法事奉神的旨意，靠着我們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努力，必達不到。今天

是靠着神的恩典，有一天祂把我們帶到死路上。 

與基督同死 

我們看保羅的自白，在羅馬書第七章，他表明他自己在這條路上的鬥爭，

他引用了最多的一個字就是「我」，用了27次。加拉太書第五章二十四節：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

了。」我們每個人都想釘十字架。你是想釘，但是釘了半天釘不成。 

有一個弟兄說，我多次嘗試要釘十字架，但是我發現，我是昏倒在十字

架面前；因為我們不可能把自己釘十字架。會講這一句話的人，是因為他

認識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這個秘密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成為神的僕

人，事奉神的秘訣在哪裏？如果我們是靠着自己肉體的力量努力，奮鬥拼

上去的話，至終你發現，我們傷害了神的旨意，而不是成就了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的問題的徵結是，到底我們這個己生命怎麼解決呢？保羅的見證

是這樣說的：「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二20） 

這句話是多麼的肯定。在我服事的日子裏，有很多弟兄姊妹來找我交通，

我問他們：你有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嗎？你們猜猜答案是甚麼？大部分的回

答是「我嘗試着努力」，「希望如此」。 

當你聽見這個回答的時候，就知道他們對福音的真貌並沒有完全的理解。

你聽見保羅說甚麼？「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讀羅馬書第六章六節，

保羅怎麼說？「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這個知道不是你

腦袋裏的知道而已，乃是一個真知道，是在你裏面的啟示。不是你讀了，

頭腦知道了，而是你裏面真正看見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保羅傳福音的時候，傳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把信主的人放在水裏受浸，

表明他與基督聯合。基督埋葬了三天，所以就把這個人放在水裏；基督復

活成為一個新造，所以這個時候基督徒很高興從水裏上來。這是我們每一

個基督徒都經歷過的。 

受浸是甚麼？是見證一件事，與神兒子聯合，聯合於祂的死，聯合於祂

的埋葬，也聯合於祂的復活。保羅說，當你看見這個事實，你就能夠活出

這個事實。是這個啟示改變你的生命。以弗所書第四章告訴我們，脫下舊

人，穿上新人（四22、24）。二十三節說甚麼呢？「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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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一新。」我們的心思怎麼更新？要看見我已經在基督裏死了。你真的看

見，然後你就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基督的形像造的。 

與基督同活 

所以第一個秘訣就是看見我已經與基督同死了；然後看見第二個部分：

復活。好消息是甚麼呢？就是你已經死了。你聽起來實在窩氣，但現在來

到復活這一部分：如今活着。保羅不是活得好好的嗎？但保羅告訴我們：

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到底你是死還是活的？那就是基督徒的奧秘了。

我還沒有用語言表達得清楚，但是你經歷過就知道，現在活着不再是我活，

而是祂在我裏面活；這樣才能向前走。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這個叫做復活的生命。這是一個新的前景。這就是一個合神心意的僕人，

按着祂的旨意來事奉。這個時候，你的生命就打開了，可以事奉神的旨意。

這是我們事奉神旨意的開始。這個開始跟這個啟示是綁在一起的。 

靠聖靈而活 

保羅繼續把他的奇妙經歷告訴我們。在那一刻，我們明白一件事；在那

一刻開始，我們是靠着另外一個律來生活的，這個律就是賜生命聖靈的律。

聖靈就在我們裏面開始成聖的工作。靠着聖靈的能力，我們使舊造的東西

死去。所以這裏保羅說，我能夠靠着聖靈治死我那個舊生命。 

舊人已經死了，但是他的肉體還需要被對付，所以聖經告訴我們，要治

死這個肉體。我們的肉體老是在裏面作怪。我們應該體貼聖靈而行，不應

體貼肉體；但是這個肉體很厲害。感謝主，這一位釘十字架的耶穌住在我

們裏面，當我們承認這個事實的時候，聖靈就可以作工作在我們身上，對

付我們的肉體。 

福音沒有告訴我們，事奉主的人的生命非常容易，沒有這回事；因為一

個神的僕人必須否認他的自己；因為聖靈常常在我們的事奉中，要我們犧

牲自己來為着別人。如果為着自己而活，我們可以活得很自由很快樂 ，我

們甚麼都不管；但聖靈會在我們裏面要求我們把這個開心瀟灑的生活放棄，

犧牲自己成全別人；聖靈會要求你去一些地方，不是去海邊度假；神會要

求你犧牲許多肉身的享受，來成全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一個主的僕人，

要事奉神的旨意，必須走這條十字架的路。如果你願意走主命定的十字架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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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你就會發現好消息就是神的恩典會豐豐富富地與你同在。如果你照

着世界的律去走的話，這個世界也會給你很多的好處。但我們作主的僕人，

今天在這個地上來服事祂，我們的獎賞不在地上，乃是在天上。 

只誇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來到第六章十四至十五節，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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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

就是作新造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所有神的僕人們，我們能不能像保羅這樣，不以別的

誇口，只誇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保羅這個見證何等的美！這個舊人已經結

束了，他的肉體已經被聖靈的能力消除了；他已經準確地算定，我的老我

已經毫無價值了。今天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生活的時候，都會被這個

世界許許多多東西吸引我們的心，但是對保羅來說，世界和其中的東西都

沒有吸引力。那些吸引我們嚮往的東西，在保羅身上，因着十字架通通都

結束了。 

對保羅來講，一切都是在耶穌基督裏面，不管受割禮也好，不受割禮也

好，都無關緊要；以前是很有價值的，現在一文不值。對他來講，一切都

過去了，重要的是作新造的人。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有沒有來到這個十字

路口。第二章二十節，你看見了嗎？這個看見乃是藉着啟示來的，並不是

感覺的問題。你說，我沒有感覺我釘了十字架。這不是感覺你釘了十字架，

而是知道你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這樣，你就向罪已經是死的，向神是

活的。我們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感覺。這一個基督的生命，這個新的生

命，在我們裏面，給我們向前走的能力、泉源、秘訣。 

你知道我們的福音不是一個沒有十字架的福音？保羅在這裏所辯論的這

個十字架是帶着牙齒印的，它能夠改變我們的生命，是值得我們在那裏爭

戰的。我們在傳講這個福音、作見證的時候，必須把這個十字架真實的內

容活畫在弟兄姊妹面前。這是一個奇異的恩典。我們用哥林多前書一章三

十節作結束：「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

智慧：公義、聖潔、救贖。」非常的奇妙，基督是我們的一切所有。 

這裏講到四點，卻包含一切。基督已經是我們的生命，父喜悅把祂的兒

子啟示在我們裏面，父神更喜悅把那個釘十字架的基督啟示在我們裏面，W
es

t C
oa

st 
Chr

ist
ian

 C
on

fer
en

ce



12 

 

讓我們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祂的兒子在我裏面活着。這是何等

奇妙完備的福音！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祢，賜給我們祢的兒子。我們好像只是在這個耶穌是我

們一切的邊緣上面，但是我們今天已經能夠認識到，這是唯一的一條路，

能夠事奉祢的旨意。親愛的主，求祢抓住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讓這個啟示

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實。求祢指教我們，讓我們每一個人能夠從這個啟示

的實際開始。求祢把祢自己啟示給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奉主耶穌寶貝的

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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