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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神永遠的事  

讀經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歌羅西的聖

徒，在基督裏有忠心的弟兄。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歸與你們。我們

感謝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

裏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

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

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

切被造的以先。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

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着

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祂而立。祂也是教會全

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

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一1-5、9-10、15-18、27） 

禱告 

主啊，為着這一次祢給我們機會聚在祢面前獻上感謝。主啊，我們滿有

把握，因為祢愛我們。所以主啊，今天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心中的

願望乃是祢的聖靈使我們每一個人都得自由，好叫我們真能看見祢的愛子；

好叫我們被釋放，得自由來事奉祂。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保羅的負擔 

弟兄姊妹，我想我們都知道這次特會的主題是「服事神的旨意」。弟兄

們給我的指定是藉着歌羅西書來看服事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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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遠的旨意和教會目前受到的攪擾 

我們知道歌羅西書是使徒保羅在牢裏寫的，那時他實際上有兩個負擔。

一個負擔是關乎永遠，關乎神永遠的旨意。這件事他在以弗所書、歌羅西

書，也在腓立比書的部分篇幅裏講到。另外一個負擔，是為着在歌羅西教

會和老底嘉教會的信徒所面臨的問題；因為在那裏有一些打叉，有人引進

虛空的妄言和飲食節期的規條，使得弟兄姊妹們受到攪擾。感謝主，因着

這些的攪擾，保羅對於實際的問題非常留意，對這些不實的說法也非常的

敏銳。所以在給歌羅西教會的書信裏，他既提到永遠的事，也提到目前發

生的事。關於這永遠的事，他在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四章裏面詳細的論到。

關於眼前的攪擾，他在第二章裏有答覆。弟兄姊妹，因着時間的限制，我

們只能專注關於神永遠的事。要是有時間，我們也會看一看眼前的攪擾。 

關於神的旨意、榮耀、新和更新、引到和站立 

弟兄姊妹，我們讀歌羅西書的時候，可以發覺在保羅的心中有幾個特別

的負擔。第一個是關乎神的旨意。在第一章九節裏，他為聖徒們禱告說，

我們需要「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在這卷書的結尾，第四章十二節，他提

到以巴弗這位弟兄注重神的旨意。他說：「有你們那裏的人，作基督耶穌

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願你們在

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所以我們看見保羅

從開頭到結尾有一個特別的負擔，就是關於神的旨意。 

保羅第二個負擔是說到榮耀。我們大家都熟悉第一章二十七節說，「基

督在你們裏面是榮耀的盼望。」第三章四節就說，當基督顯現的時候，我

們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所以從開頭到結束，在保羅的意念中有

榮耀這個思想。 

保羅第三個負擔是說到新和更新。在第三章裏，他講到新人，說「這新

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三10b）。在第三章結尾

的地方，他談到了新的生活，在丈夫和妻子中間、父親和兒子中間，還有

主人和僕人中間。所以在保羅的心思裏有新和更新這意念。 

保羅第四個負擔是說到引到和站立。在這卷書裏面這兩個相關的字很突

出。在第一章二十二節，他講到神，祂「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

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的面前」。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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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二十八節，保羅說到自己：「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

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在第四

章十二節，他說以巴弗的禱告是「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

心充足，能站立得穩」。這裏我們看見在保羅的意念中，「引到」和「站

立」是很強烈的。主自己把我們分別成為聖潔，引到祂面前；保羅的服事

要把各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以巴弗的服事要讓弟兄姊妹在神一切的

旨意上站立得穩。所以引到和站立，在保羅心中非常重要。 

神的旨意 

現在我們來看保羅的第一個負擔：神的旨意。我們從歌羅西書第一章一

至九節知道，當保羅和提摩太聽見在歌羅西的弟兄姊妹領受了福音，並且

照着福音生活，而且得着了神在天上為他們存留的盼望，他們就立刻為這

些弟兄姊妹禱告，要他們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認識神旨意的重要 

這是甚麼意思？這裏是說，當我們得着福音，照着福音來生活，我們不

能停在那裏。福音意義很大，要一直帶我們到終點。保羅的意思是，我們

進入了福音的實際，就立刻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很強烈地說到這一點。他

說，你們要讓神的旨意充滿在一切的屬靈智慧和悟性裏面。意思是，如果

我們不明白神的旨意，那麼在我們屬靈的智慧上，就有了一大段的空缺；

在屬靈的悟性上也有一個很大的缺欠。弟兄姊妹，這不是道理上的分析，

而是直接關連到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和前面的事奉。 

屬靈的智慧和悟性 

屬靈的智慧，照着哥林多前書第二章六至七節說，不是從世界上來的智

慧，乃是從神那裏來的智慧，為着使我們得榮耀。是我們的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心也未曾想過的。對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神把屬靈的

智慧賜給我們，為了要使我們得榮耀。所以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對我

們是一件大事。 

榮耀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好像很遙遠，實際上並不是如此。榮耀是與神

連在一起的，並且只與神連在一起。當我們得救以後，我們與主同行，願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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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走十字架的路，願意明白祂的旨意，願意跟隨祂，願意從自己裏面出來，

進入祂的旨意，讓神所要的可以在我們裏面成為真實；神的心就因此得到

滿足，顯出喜悅，顯出祂的榮耀；我們心裏也能知道。 這對我們是一件極

大的事：神給的智慧，就是屬靈的智慧，是要使我們得榮耀。 

屬靈的悟性也是一樣。屬靈的悟性不是零零碎碎的領會，而是對我們從

神那裏一切的領受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是前後一致，彼此符合的。使徒彼

得說得好：如果有人問你心中盼望的緣由，你就要常做準備，以溫柔敬畏

的心回答他（彼前三15）。弟兄姊妹，我想那個準備好，需要我們有完整

的屬靈領會，其中神的旨意是必須知道的。若不然，當別人問我們心中盼

望的緣由是甚麼？我們就很難回答。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 

對神旨意完滿的認識和實際的遵行 

第九節的滿心知道，是說到一個完滿的認識。這完滿認識的中心，就是

聖經所說的神永遠的旨意（弗一9-10，三10-11）。這認識必定是非常精

確的：當我們對着聖經比較我們的認識，我們要發現在這裏，在那裏，都

是與聖經符合，前後一致的。不僅如此，這個認識也是一個徹底的認識，

是有深度，可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實行出來的。所以滿心認識神的旨意就

是完滿、精確、徹底地認識神的旨意，在中心是神永遠的旨意，然後能實

際運用在生活的各方面。當我們讀歌羅西書第三章的時候，我們就看見這

些。那裏我們成為一個新人，過新的生活，神的旨意就運用在我們生活中

的各個方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們在這裏試圖要說的是，認識神的旨意非

常重要。對我們的思想意念是非常重要，對我們的行為行動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不可能沒有它而生活。而且當我們成長的時候，我們對它必須有越過

越清楚的認識。 

神的旨意在祂的愛子裏 

甚麼是神的旨意呢？這裏保羅給我們一幅圖畫，就是基督。這幅圖畫是

極偉大的一幅圖畫。第一，我們要看見，基督是創造萬有的那一位。第二，

基督是教會的頭，是從死裏首先復活的。第三，教會必須成為新人，這新

人乃是照着基督的。基督是一切，也必須在一切之內。這是保羅所強調的：

基督就是神的旨意。在第一章，他講到基督是創造的主，第十五節先說到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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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然後第十

六至十七節從各方面講到基督與創造之間的關係。第十八節說到基督與教

會的關係。第三章裏面說到教會必須是新人，這新人是照着基督的。 

愛子是神獨一的像 

第一章十五節這句話非常重要，我想花一點時間來看。這句話裏面有三

個重點：第一是神的像，第二是首生，第三是受造的萬有。關於神的像，

獨有基督耶穌才是神的像。在這裏之前讀的聖經說到，愛子乃是父懷中的

獨生子，那是使徒約翰的見證，記載在約翰福音一章十七節：「從來沒有

人看見過神，惟有父懷中的獨生子將祂顯明出來。」弟兄姊妹，這是一個

見證，是約翰的見證。他的根據一方面是出於啟示，另一方面是根據他一

生長時間的觀察。約翰在二十歲左右就遇見了主耶穌，然而約翰福音是在

第一世紀九零年代才寫出來的。我們的弟兄曾經在肉身中注視他的主有三

年半之久。在那之後，將近六十年，他注視主在天上藉着聖靈在祂的百姓

中工作。約翰的結論是：沒有另外一位。所以他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神，

惟有父懷中的獨生子把神表明出來。 

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有同樣的見證。在第一章，他說神的兒子主耶穌，

「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像」（來一3）。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些人向我們作了見證。感謝主，保羅在這裏也說了同樣的事：主耶穌是

神獨一的像。感謝主，對我們而言，那個看不見的現在成為看得見了，神

的榮耀從耶穌基督的臉上照射了出來。以前我們沒有辦法描寫那看不見的

神，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詳細地描寫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感謝主，今天我們

能夠在那看得見的主、耶穌基督的臉上，看見那看不見的神。那是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榮耀。 

愛子在一切被造之上 

關於長子。這裏說，祂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幾節以後，又

講到祂在萬有之先。這裏長子或首生是講到一個次序，在這個次序裏面有

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講到祂的地位，另外一方面是時間的先後。關於

地位，這裏說到祂是父懷中的獨生子，所以祂遠在一切事物之上。祂是父

的獨生子，和父同有一個生命。弟兄姊妹，我們也被稱為神的兒子，那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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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着兒子的名份（弗一5）。另外約翰福音也告訴我們，因着信耶穌基

督，我們得了權柄，作神的兒女（約一12）。我們或者是得着神兒子的名

份，或者是得了權柄被稱為神的兒女，但惟有祂能夠被稱作神的獨生子。

其他的被造物，都遠遠在祂之下。所以關於首生，在地位上，祂是至高的，

遠在一切之上，我們根本摸不着，祂遠遠在我們之上。 

愛子在一切被造以先 

然後說到在時間上，祂是首先生的，遠在一切以先。這一點在聖經許多

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耶穌自己的話。祂在約翰福音第十

七章裏向父禱告說，「父啊，我在祢未創立世界以前，和祢同有的榮耀。」

（約十七5）就是說，在整個宇宙被造之先，祂已經在那裏了。又在十七章

結束的時候，祂也說到，「在未創立世界以前，祢已經愛我了。」（約十

七24）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對你說，在這裏講的首生是說耶穌是受造中的

第一個，祂也是受造，那是完全錯誤的說法，不真實。不但就位置而言，

祂遠超一切之上；而且就時間而言，祂遠在一切之前。在太初，祂就與父

同在；祂不僅是開始，也是末了。弟兄姊妹，這是我們需要記住的。 

愛子是創造的主：萬有是在祂裏面、藉着祂、為着祂而造的 

關於創造。在第十六節裏，保羅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說「萬有都是

在祂裏面造的，也是藉着祂造的，是歸給祂，或說是為祂而造的」。在祂

裏面而造，意思是由祂所起意，根據祂的意念，照着祂的特性。藉着祂造

的，是說藉着祂的能力，根據祂的計劃，是祂所做成的。最後歸給祂，為

着祂，乃是說祂是那位承受萬有、接受一切的。所以說，祂是開始，祂是

過程，最後也歸給祂。我們可以用一個建築物做比方：神的兒子是建築師，

或稱設計師，是祂的意念和想法。祂也是營造者，是藉着祂造的，是祂親

自造的。最後建築物是歸給祂，為着祂，祂是承受建築物的主人。這雖然

對我們說不容易去想像，但這是絕對真實的。 

愛子創造了看得見的一切 

然後接下去保羅說，神的兒子是「看得見的事物和看不見的事物」的創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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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弟兄姊妹，對我們而言，要相信所有看得見的宇宙都是基督所造，

不是容易的事。今年是2015年，在一百年前是1915年。在那年以前，沒

有一個科學家相信宇宙有一個開始，因為沒有科學的證據或跡象表明宇宙

是從一個起點開始的；但是今天小學的教科書都會說整個宇宙有一個起點。

在這一百年發展的過程中，最讓人爭論的是關於創世記第一章一節。許多

科學家覺得，若是承認宇宙有一個起點，那麼創世記第一章一節就是真的，

可是他們認為創世記第一章一節不可能是真的。所以從1915到1995八十

年間，在科學家中間一個最大的爭論，就是宇宙究竟有沒有一個起點。

1915年，愛因斯坦發表了廣意相對論，那裏是幾個數學的方程式。幾年內

有兩個年輕人分別解了這些方程式。有一位解開了以後就說，整個宇宙是

從無有中開始的。開始的那天，是沒有昨天的一天。突然之間宇宙就出現

了，好像在國慶日晚上的煙火一樣。愛因斯坦沒有辦法相信，他說你的數

學很好，但是你的物理觀念太差了。但是幾年之後，在南加州的一個天文

台，有一位年輕的天文學家觀察星體，發現所有的星星都在往外擴張，離

我們飛去。愛因斯坦去那裏看他的結果，同意這些結果是對的。所以他就

對這兩個年輕人的結論同意了。他承認宇宙看來的確是這樣開始的，宇宙

看來是有一個起點。 

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1995年，科學界有許多從不同角度的研究、

觀測，和辨論。1995年，有一個大家所等待的觀測結果要發表。主持觀測

的科學家第二天要面對新聞發表會，那晚他沒有辦法入睡，他知道這個結

果一發表，全球要震動。第二天，他發表結果的時候說：你們看這個圖，

如果你是相信宗教的，這裏就是神的面。親愛的弟兄姊妹，羅馬書第一章

二十節說，「受造之物」要叫我們看見「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親愛

的弟兄姊妹，宇宙是從無到有被造的，是神創造了宇宙。  

然後，我們感謝主，有人早就得到了從神來的啟示，知道創造是藉着神

的兒子。約翰在他福音書的第一章裏，他就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那道創造了萬有，「沒有一樣受造之物不是藉着祂造的」

（約一3）。弟兄姊妹，這是何等奇妙。此外，宇宙的創造和演變是有秩序

的，從開始就有規律，決定幾年以後要發生甚麼現象。這些規律都是這位

創造的神所定的。保羅告訴我們，整個宇宙是基督托住的，「萬有靠祂而

立」（西一17）。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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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創造了看不見的一切 

物質的宇宙看來太大，不容易想像。但是主耶穌更是創造那看不見的宇

宙的主，這是你和我可以經歷的。羅馬書第四章四節講到亞伯拉罕的經歷，

使徒保羅用這樣的話來總結。他說，「亞伯拉罕相信的是使死人復活，使

無變有的神。」所以我們的神，是創造一切與我們有關的屬靈事物的神。

對亞伯拉罕而言，你可能想那句話只是說他生了以撒，並且把以撒獻上又

從主那裏得回以撒。可是你若仔細讀羅馬書第四章裏的前後文，你會發現

那裏實在是講到亞伯拉罕整個的屬靈經歷。 

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在高中和大學的年紀，還沒有得救，我不知道我人

生的目的是甚麼；所以我尋找，盼望能找到人生的目的和意義。在尋找的

過程中，我也盼望能夠在歷史中找到一個完全的人，讓我能毫無保留地仰

慕他。可是在我高中和大學的年代，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在歷史中找不

到，在四周也不能找到。然後我遇見了一些基督徒，他們告訴我，去讀聖

經裏關於耶穌的事；我就去讀了。我發現在這個人裏面，祂的優越是遠超

過一切我所知道的。就如凡生在地上的人都有私心，但是耶穌沒有一點私

心，祂從不為自己想。我發覺祂的優越遠超過我知道的任何人。以後當我

得救成為基督徒，開始學習與祂同行，我對祂的仰慕從來沒有改變，在我

心裏，祂更是超越無比，沒有限量，沒有止境。所以對我來說，在我裏面

那一位優越無比的完全人，那一位至寶，就是基督自己。我相信這也是你

的經歷。另外，說到我所得的救恩，我原來不是基督徒，但是祂遇見了我，

祂耐心地引導我與祂同行。我現在往後和往前看，發現是祂開始了我人生

的意義，是祂救贖了我，帶領了我。有一天，當我離開這個世界，我還要

回到祂那裏。祂是我的開始，也是我的結束。弟兄姊妹，我相信這對你而

言也是真的。 

我們今天看見在我們中間的兒童，我實在感謝主。我相信有一天，主要

遇見他們每一個人，在他們一生中引導他們。在他們人生結束的時候，回

頭看，他們要感謝主；因為是主找到了他們，與他們同行，從來沒有離開

他們。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是創造那看不見的事物的主，為着

我也為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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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子是教會的元首 

其次的一件事就是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祂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讀

第一章十八節的時候，我們看見兩個要點，第一，祂是教會的頭；第二，

祂是首先從死裏復生的。弟兄姊妹，我們都知道基督是教會的頭，但是我

想要提兩件事：第一件，作為頭，祂是絕對的權柄。第二件，作為頭，祂

是生命流露的源頭，因為第二章十九節表明，如果我們持定基督做元首，

元首裏面的生命供應就要流到我們裏面。所以作為教會的元首，祂是絕對

的權柄，也是一切屬靈事物的源頭。 

弟兄姊妹，基督是教會的頭，必須在我們中間不只是口說，而且是實際。

在這方面，我年輕的時候曾得到幾位弟兄的幫助。有一次一位弟兄從海外

來，他講了一連串的信息，一些年輕弟兄姊妹們心裏火熱，就邀請他來我

家吃晚飯。當我們問這位弟兄很多問題的時候，他很快就覺察我們裏面不

大對，他感覺我們尊重他過於尊重主了。他說：弟兄們，這一次好像我還

可以幫助你們一點；但是很快的，你們就必須自己到主的面前得幫助。 

又有一次，許多年以後，另外一位弟兄到我們中間來。他告訴我和一些

弟兄姊妹：若是有弟兄或姊妹到你面前來問一個問題，不要只把你的答案

告訴他，要引導他到主的面前，直接把這問題尋求聖靈的引導；你必須站

到一邊，讓他學習直接到主的面前。 

感謝主，這些話實在幫助了我。基督作頭，在我們的生活中必須是真實

的。當我們在教會中一同事奉的時候，我們更要一直記住，基督是我們眾

人的頭。大衛王在詩篇第十六篇八節說，「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

祂在我的右邊，我便不致搖動。」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必須一直在我

們的面前；祂必須永遠是我們實際的頭。 

愛子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 

第一章十八節第二個要點，基督是首先從死裏復活的。弟兄姊妹，當我

們說到祂在一切被造以先，為首生的，祂是遠在一切之上，是至高的，是

我們摸不着，搆不到的。但是這裏說到祂從死裏首先復活，就使祂跟我們

那樣的近；因為祂的復活，要成為我們的經歷。是祂來到我們身邊，住在

我們裏面，要引導我們往前去。祂引導我們，事實上是要帶我們與祂同死，

與祂同埋葬，然後與祂一同復活。感謝主，從這一點開始，保羅心裏迫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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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一些在你我心裏必須要真實面對的事。這些事嚴肅可畏，因為這些事

關乎死和埋葬，也關乎復活。 

實際上，他這些話的意思是，除非我們願意與基督同死，我們就不可能

有榮耀的盼望，我們就沒有希望成為新人，沒有希望過一個新的生活。我

們必須願意與祂同死。這是保羅在整個歌羅西書裏面的支撐點，轉折點。

從這一點開始，他說到行動；從這一點開始，是我們的挑戰。這一點如果

我們接受了，就向着榮耀而去；如果我們不接受，我們就死了。感謝主。 

愛子的死是要使我們與神和好 

在這個之後，保羅立刻講到神藉着愛子的死，使我們與神和好。在這裏，

保羅開始提到榮耀這件事。他說基督已經使我們與神和好，為了要我們能

夠成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我們引到神面前。和好是把過去的

傷痕治癒了。但是他進一步說到，主還要把我們變成聖潔，沒有瑕疵，無

可責備。弟兄姊妹，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難想像的。 

要使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指責 

這裏有兩個要點，第一點，祂已經作成了，就像祂在十字架上說，成了。

一切我們所需要成為聖潔的條件，我們要成為沒有瑕疵、無可責備的條件，

祂都完成了。然後，我們的責任是取用祂已經做成的，讓這些事在我們身

上成為實際。如果我們願意，就是願意與祂同死，願意與祂一同埋葬，願

意與祂一同復活，那麼我們就能在生命中真實地得着祂。讓祂所已經完成

的，在我們身上成為實際。 

弟兄姊妹，這裏有一件難以置信的事，就是祂使你和我都成為聖潔，沒

有瑕疵。這兩個詞，聖潔和沒有瑕疵，在以弗所書第五章出現過。那裏第

二十五到二十七節說，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為要使教會成為聖潔，

沒有瑕疵，成為一個榮耀的教會。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裏，神藉主

耶穌使我們與自己和好了，祂的目標是非常非常的高。祂要得着一個榮耀

的教會，祂要使你和我成為榮耀。 

弟兄姊妹，可能你會說，雖然保羅在以弗所書這樣說，但是在歌羅西書

並沒有明文說。可是很快的，他來到歌羅西書第一章二十七節。他說，

「基督在你們裏面是榮耀的盼望。」弟兄姊妹，這裏的你們是指聖徒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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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數的，是你和我，正如在以弗所書所說榮耀的教會。 

達到榮耀的關鍵在我們願意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弟兄姊妹，這怎麼可能發生呢？關鍵仍舊是，基督是死裏首先復生的；

祂要我們與祂同死，與祂一同埋葬，與祂一同復活。其實當我們來到第二

章十一至十二節的時候，保羅說到，有一個割禮叫「基督的割禮」，這割

禮乃是把肉體除去。他說，你和我也已經在那個基督的割禮裏面受了割禮。

然後他說，我們在受浸的時候，其實已經與基督一同埋葬了，然後與基督

一同復活了。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榮耀的開始。在那之後，我們就能過

一個復活的生活。這復活的生活，乃是靠着主耶穌的生命，不再靠着舊的

肉體，這是保羅要讓我們看見的。 

在這裏他提到我們的受浸。弟兄姊妹，受浸不僅僅是一個宣告而已。照

着保羅在這裏所說的，還有在羅馬書第六章所說的，受浸實際上是一個更

新。老我、舊人與基督一同死了，埋葬了；當我們從水裏起來的時候，我

們是在生命的新樣式裏行走。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若不是全體，大部分

都已經受過浸。受浸不僅僅是一個宣告而已，受浸乃是表明我們願意與基

督同死，與祂一同埋葬，並且與祂一同復活。當我們起來的時候，在我們

裏面就是祂那復活的生命。感謝主。 

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右邊 

當我們有了這復活的生命，保羅就來到第三章，說，「若是你們已經與

基督一同復活，就應當尋求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西

三1）「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已經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現在基督

是你們的生命，當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西三3-4）這是甚麼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說到當我們與主一同復活的時候，

就是在我們與祂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以後，我們就當尋求與基督同在的

那些事，就是合祂心意的事。感謝主，這些事要管治我們在地上的行事為

人。時候到了，當主顯現的時候，我們就會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弟兄

姊妹， 這是我們要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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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不僅保羅這樣說，約翰也這樣說。在約翰一書三章裏面，約翰說到，將

來如何還沒有顯明；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知道，就是當祂顯現，我們必得見

祂的真體，你就會有一個極大的發現，就是我們像祂（約壹三2）。但是有

一個條件，那條件在前一章的結尾，就是我們必須住在祂裏面。這樣的話，

當祂顯現的時候，我們就不至於羞愧。當祂顯現的時候，我們就不至於害

怕（約壹二28）。弟兄姊妹，這是一個何等奇妙的應許，從保羅和約翰發

出來。弟兄姊妹，我們實在應該相信，我們應該到主面前來，求祂給我們

這樣的信心，好叫我們這樣行事為人，住在祂裏面，尋求上面的事，顧念

上面的事；讓這些事來管制我們在地上的生活。然後保羅說，當祂顯現的

時候，我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這裏保羅和約翰說，我們必要像祂，是說當主顯現的時候。但是，弟兄

姊妹，這件事我們今天也可以嚐到；因為主耶穌說祂要使我們與祂自己和

好，使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祂不僅僅是指着將來說的。當保羅說，要

教導各人，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這也不僅是為了將

來的應許，這些都要成為我們今天實際的經歷。 

經歷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在我自己微小的經歷裏，和我觀察弟兄姊妹的生活，有時我們來到一個

非常困難的情況裏，或在家或在與人的關係中間；最後，是主的恩典讓我

們甘心情願地與祂同死，然後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我們的生命也改變了。

我看過一些弟兄姊妹，作丈夫和作妻子的，因着某些原因，他們彼此走開

了，因為沒有辦法忍受對方。然後主對其中一個說話，她回來了。你問她

為甚麼？她說主是這樣說的。所以事情改變了，她改變了，她的丈夫也改

變了。這是主的榮耀。我自己的經驗也是一樣，許多時候困難是非常個人

的。但是弟兄姊妹，若是我們願意與祂同死，新的事情就要發生。我們可

以看見祂的喜悅，可以看見祂的榮耀。我們有了一個新的生活。 

伯大尼馬利亞的經歷 

約翰福音十一章裏講到伯大尼的馬利亞。馬利亞不高興了，因為主沒有

立刻來。主還說，我躭延是要讓你們可以看見神的榮耀。這話對馬大和馬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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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而言是很難接受的。所以主來了，馬利亞說，馬大也這樣說，主啊，

祢若早在這裏，我的弟兄就不會死了。然而主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又在墳墓前對馬大說，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然後主就使拉撒路從

死裏出來。一章以後，新事發生了。這之間，馬利亞想了很多。她原是一

個很敏感的人，她愛主，她認為主愛她們，好像主愛好朋友一樣，所以她

和姐姐差人去告訴主說，祢所愛的人病了。但是她們一點也不知道，主對

他們的愛是更大的愛，是apape，是從神來的愛。那愛不僅愛他們，也愛所

有的人。那愛不僅要解決他們眼前的問題，並且要讓他們看到神的榮耀。

所以當她們的兄弟從死裏出來，馬利亞想了很多。她開始看見那復活大能

的奇妙，看見主那從神來的大愛；她看見主耶穌的智慧，看見主耶穌的超

越。那一天，她也看見了自己的狹小；她也想到，很快這位耶穌要為她而

死。所以那一天，她打破了玉瓶，把香膏倒出來；那是她一生的積蓄，為

了結婚。她把香膏獻給主，當作祭物，當作她對主的讚美。膏的香氣充滿

了整個屋子。主耶穌說，凡是福音傳到的地方，你們都要訴說這個女人所

作的事。弟兄姊妹，那香氣今天也和我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馬利亞

經歷了與基督同死，與基督同埋葬，與基督一同復活；最後，她也經歷了

基督的榮耀。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為着我們每一個人的，是使徒保羅在

第一章裏面的負擔。 

舊人並不值得保留 

說到死，弟兄姊妹，要我們死是很難的。我們從歌羅西書裏面看到與基

督同死很重要，但是死很難，特別要我的生命去死，那是更難。 

因為我們會想，如果我不是一個超越的人，至少我是一個完全的人；如

果我不是一個完全的人，我至少是一個好人。我怎麼能放棄我的生命呢？

我想過這件事。我想，如果我去問我妻子我是不是一個很優秀的人？她會

說不。我再問她我是不是完全人，她一定會說不完全。我說至少是一個好

人吧，她會說我不知道。我如果問我的兒子，我想他可能會很委婉地說同

樣的話。如果我在工作場合問同事，他可能根本不回答我。弟兄姊妹，其

實在我們裏面並沒有甚麼好的。我們如果把這個舊人拋棄，我們甚麼都不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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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會讓我們願意與主同死？是主的愛和在那榮耀的盼望  

我們怎麼能死呢？有甚麼能讓我們願意死呢？我們的弟兄昨天晚上說到

加拉太書第二章一十節。我想對保羅而言，他願意與基督同死，那個秘訣

乃是愛，還有榮耀。在那裏保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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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把這句話停在這裏，也不會在教導上損失甚麼。

但接下去他說，「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弟兄姊妹，我想這就是為甚麼

他肯與基督同死的原因。因為祂是愛我，為我捨己。還有一點，從今以後，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弟兄姊妹，這是榮耀的開始。不

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裏面活。那是我們榮耀盼望的開始，這是保羅講到

他自己。 

講到我們，保羅也在哥林多後書裏說了相同的話。第五章當他講到新造

的時候，他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為我們認定了，祂一人為眾

人死，眾人就都死了。」（林後五14）感謝主，我們所以能死的原因，是

因為基督先為我們死了，因着祂的愛激勵了我們。這就是為甚麼這些人甘

心情願與基督同死。並且他們也是為着榮耀，因為他們說，「從今以後，

我們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那位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林後五

15b）這有甚麼意義呢？弟兄姊妹，這就是我們一同得榮耀的開始。我們

要感謝主，這是在保羅身上發生的，這也是保羅說要發生在你我身上的：

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都死了。今天我們活着，沒有

一個人為自己活，乃是為那位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 

禱告 

主，我們感謝讚美祢。我們常常感覺自己不配，事實上我們真是不配，

但是祢卻這樣地高抬我們。祢要我們與祢同死，與祢一同埋葬，與祢一同

復活。祢還要領我們進榮耀，稱我們為弟兄。主啊，我們真實地感謝祢。

我們在地上的生活，要高舉祢遠超一切，我們要尊重祢的名。尤其在教會

中，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要尊重祢的名，在一切之上讓祢居首位。我們

願意跟隨祢，好讓祢對我們的旨意都能成全。主，我們感謝祢。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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