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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十字架與律法(二)

十字架成全了律法
恩典成全了律法
站在恩典的地位上，卻活在律法的原則下
成長是生命的自然法則
向自己死才是脫離律法的路
十字架把我們帶進死
十字架顯明神用恩典作供應滿足神公義的要求
十字架的交通
一個表明十字架交通的故事
背十字架的真義
十字架的交通成全了律法
十字架的實意高於律法的要求
十字架是愛的具體發表
愛成全了律法
眼見是受苦難，實際是成就了神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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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律法上也是死了，那是一個很榮耀的看見。

羅馬書第七章 4 節：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叫我

十字架成全了律法

們結果子給神。」
今天，我們要從另外一個角度講到十字架的交通，十字架的救贖怎

禱告

樣脫離律法，十字架交通怎樣成全律法。脫離律法和成全律法好像是矛

主阿，我們感謝祢，祢的話語是真實的。今天我們再來到祢的話語

盾的，其實不矛盾的。我們的主說祂來了不是要廢掉律法，乃是要成全

跟前，只有祢的話能夠啟示祢自己。我們承認我們不懂得祢的話，但是

律法，所以我們今天繼續來看十字架怎樣對付律法。上一次我們說到保

我們感謝主，聖靈已經住在我們裏面，祂要引導我們進入一切的真理。

羅看見他不能因著律法稱義，人如果要得救，如果人在神面前要得著一

但願今天，當我們聚集在祢腳前的時候，主阿！我們求祢啟示祢自己。

個地位，就是要從人類歷史第一個五旬節到主耶穌釘十字架那個五旬節

我們雖然空手的來，讓我們能飽滿地回去。當祢滿足的時候，我們也滿

那一千五百年之內神所做的工作中得著。神把律法降下來，有一個目的

足。把榮耀、愛戴都歸給祢，靠主耶穌基督可愛的名。阿們！

是要叫人尋求恩典。律法是一面鏡子，給我們看見我們不能遵行神的律
法。經過一千五百年的實驗，那個實驗證明說人失敗了，證明說人需要

我們都知道這次大會的主題是講到達到神永遠旨意的途徑──十字

救主，因為這一千五百年，神用這世界上最會遵守律法的專家，就是猶

架，我的責任乃是說到十字架怎樣對付律法。說到十字架一定要說到兩

太人來作實驗，如果專家失敗了，所有的人都失敗了。所以那一千五百

面，一個是客觀的，一個是主觀的。兩千年前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為我

年的經歷就把人帶到了盡頭，好像一個人快被水淹死的時候，你不能立

們完成了救贖，這是客觀的。因為聖靈已經降下住在我們裏面，所以聖

刻救他的，那個時候他的力量是最大的，你救他，他要把你拽到水裏面。

靈就把兩千年前主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一切做在我們的裏面，這是一種的

你要等、等、等到他沒有力氣，這個時候你就能夠救他，這就是兩千年

交通，所以我們稱它作十字架的交通。講到客觀的十字架，我們必須有

以前的事。經過了一千五百年，猶太人這些專家們，他們本來說“我們

看見，我們必須有認識，因為那是根據歷史上已經發生過的事實。我們

行＂，“我們行＂，“我們行＂，現在就是像保羅這樣的人他都說，“我

如果要從律法中得著脫離，我們必須看見兩千年前神已經做了一件事，

不行＂。現在他們好像到了盡頭了，沒有路了，所以主耶穌來到地上，

我們兩千年後來做已經太晚了，祂沒有留下一樣讓我們來做的。所以兩

在這個時候祂做人類的救主。

千年前，我們知道主釘十字架的時候，有一件事情發生了，這是有關十

弟兄姊妹，因著這個緣故，你看見人不是因著律法得救的，沒有一

字架的救贖。上一講我們從保羅的一生，我們看保羅和律法並歷史的關

個人能因著行律法而稱義的。
「人得救乃是本乎恩，也是因著信，這不是

係，我們特別看到也講到十字架的救贖。保羅怎樣看見他藉著基督的身

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這什麼意思？這就是說我們的神把我們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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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底下，恩典不是你做，恩典是神自己做成的，神在十字架上做。弟

準從來不降低的，這是宇宙所以存在的緣故。弟兄姊妹，天地都能廢去，

兄姊妹，這叫做什麼？這叫做“因信稱義＂。弟兄姊妹，感謝主，保羅

但神的話一點一劃都不能廢去。所以主說，
「我來了不是廢掉律法，乃是

他看見了，他在大馬色的路上，他遇見主了，聖靈重生了他，然後他再

要成全律法」。

來讀聖經的時候，整本舊約的話明亮了。同樣是一本聖經，但是現在聖
靈在他裏面解釋，領他進入一切的真理，保羅的眼睛才開啟。他本來以

恩典成全了律法

為說掛在木頭上是被咒詛的，主耶穌不可能是彌賽亞。現在聖靈對他說
話，不錯，掛在木頭上是被咒詛的，主耶穌不應該掛在那裏，掛在那裏

神降下律法叫我們尋求恩典，神給我們恩典，好讓律法得以成全，

的應是保羅，掛在那裏的應是你和我，我們是應當受咒詛的，我們是受

這是怎麼回事呢？你看見這就是保羅繼續的經歷，他蒙恩得救了，他看

律法咒詛的。但是主耶穌為我們死，祂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結果就救

見因信稱義，我什麼也沒有做，都是聖靈做的。所以他在加拉太第三章 3

贖我們脫離律法的咒詛。弟兄姊妹，現在保羅明白了，現在保羅看見了，

節，你知道他對加拉太人怎麼說？「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體

他從前為律法熱心，他覺得就律法的義來講他是無可指摘的，他可以說

來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不要忘記，保羅能夠幫助加拉太的

幾乎滿足了所有的律法，他可以說如果有一百條律法，我遵守了一百條。

眾教會，保羅自己學了很深的功課。弟兄姊妹，因為在他追求主的歷史

但他還漏掉一條，這就是司提反對他說的，你看見嗎？你們這些守律法

裏，他當初從聖靈入門以後，不要忘記，他是一個長久在律法底下有學

的人居然抗拒聖靈，你們居然把義者賣了殺了，你們把神的兒子，你們

習的人，他說他那個時候的感覺，覺得既然我有聖靈入門了，不錯，上

把神的禮物釘在十字架上，你說你沒有罪，你說你沒有犯一條的律法。

天堂什麼都不要做，得救什麼都不要做，現在我生下來了，這是聖靈做

弟兄姊妹，保羅所犯的罪乃是罪中之罪，所有罪裏面最大的罪。

的。如果我要長大，如果要被成全，難道還要靠肉體來成全嗎？弟兄姊

弟兄姊妹，難怪保羅說，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一個守律法的人，一

妹，你明白嗎？一個長久在律法底下生活的人，雖然他看見了他得救和

個就著律法的義來講是一個無可指摘的人，他能看見我自己是個罪人，

律法一點關係都沒有，與行律法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對生下來是沒有錯，

這是誰作的？感謝主，你看見沒有？這就是當保羅得著啟示，看見十字

但如果我要生長的話，如果要完全的話，我總得做點什麼事，我總得幫

架上所完成的，他就伏在神的話語面前，承認不是他做的，一切都是神

神一點點的忙。弟兄姊妹，這句話雖然是責備加拉太人的話，但是這是

做的，所以感謝主。這就是聖奧古斯丁所說的，“神是降下律法，是要

保羅現身說法，說出他自己經歷過的，我們怎麼知道呢？

叫人尋求恩典＂。經過一千五百年失敗的歷史，現在人說，我們需要恩
典，我們需要救主。但是還有另外一面，神為什麼賜下恩典呢？乃是為

站在恩典的地位上，卻活在律法的原則下

著叫律法能夠得著成全。弟兄姊妹，你看希奇不希奇，為什麼呢？因為
律法是聖潔的，誡命是聖潔的，代表神的旨意，代表神的標準。神的標

你讀羅馬書第七章就清楚了，有人告訴我們說，羅馬書第七章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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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的自傳，結果就引起學者辯論，到底這章是保羅沒有得救以前的經歷

因為你看見罪不再作主了，這是什麼意思呢？現在神是用恩典的原則來

呢？還是得救以後的經歷？弟兄姊妹，你如果讀那段聖經內容的話，你

對待保羅，不是再在律法的原則來對待他，但現在得救了，現在蒙恩了，

很清楚的，那是保羅得救以後的經歷。為什麼呢？他說，
「按著我裏面的

現在我要長大了，我不要在基督裏做嬰孩，我要效法基督，我要效法神

人是喜歡神的律」
。請大家記得，一個沒有得救的人，他不會喜歡神的律

那樣。弟兄姊妹，基督的標準是高的，神的標準也是高的。他想討神的

的，他也不可能按著裏面的人喜歡神的律的。所以弟兄姊妹，整個羅馬

喜歡，結果他能夠討神的喜歡嗎？他自己怎麼說呢？他在羅馬書第八章 8

書第七章是保羅失敗的歷史，是保羅肉體奮鬥的歷史，那裏不只講到罪，

節說，「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他自己就是屬肉體的人，他不能

那裏也講到死。罪是對我們的污穢來說的，死是指著我們對神的旨意沒

得神的喜歡。這證明什麼？證明他曾經想討神的喜歡。你怎麼討神的喜

有力量，也沒有能力來說的。弟兄姊妹，現在他蒙恩得救了，他明白神

歡，神的標準那麼高，不知不覺的，他把自己放在律法的原則底下，從

的旨意了，他要討神的喜歡，所以他對哥林多的教會怎麼說呢？「你們

現在以後，我講話要很小心；從現在以後，我要很有忍耐，我越忍耐，

應該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保羅是個效法基督的人，弟兄姊妹

我就希望能顯出基督的忍耐來，那個忍耐是你用意志的結果，那個溫柔

你看見嗎？他要討神的喜歡，所以他在以弗所書第五章這樣的說，
「所以

是我意志的結果。所以你在那裏做，你在那裏努力，你把自己放在律法

你們應該效法神，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保羅也是效法神，那麼保

的原則底下了。

羅怎麼能效法神？怎麼能效法基督呢？他要討神的喜悅，因著這個緣
故，他就為自己訂了一些律法。神已經把他放在恩典的原則底下，他又

成長是生命的自然法則

把自己放回到律法的原則底下。從前是罪的重擔，現在變成聖潔的重擔。
為什麼是重擔呢？因為這個也不能做，那個也不能做。
「我要像基督一樣

效法神，效法基督，這是生命的問題，這是生命自然長出來的。你

的謙卑，基督一樣的溫柔，從前你教我什麼是黑的，什麼是白的，什麼

把一群雞和一群鴨子趕到水邊去，鴨子看到水高興得不得了，雞看到水

是罪，什麼不是罪。現在不是少，而是了更多了。怎樣是基督的謙卑，

就害怕而膽小了。弟兄姊妹，你看見這是性情的問題。因著這個事實，

怎樣是基督的溫柔，我既然效法基督，我今天這樣做，像不像基督呢？」

你看見沒有？鴨子能夠在那裡游水，你要有鴨子的生命才可以。你要學

弟兄姊妹，保羅每天就把自己放在律法底下，你讀保羅的書信，他

鴨子，你要達到那個標準，你把自己放在律法的原則底下。你如果順著

講到律法的時候，有兩個用法，一個律法在上面加上冠詞；講到“The

鴨子的生命發展的話，你是把你自己放在恩典的原則底下。所以這就是

law＂，講到這“那律法＂的時候，那是指著摩西的律法說的。有的時候

保羅得救以後的故事，這就是保羅成長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最後他

沒有加上冠詞，那是指著一個原則來說的。我們知道保羅不在律法之下，

說，
「我真是苦啊！誰能夠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羅馬書第六章講

在恩典之下，不是就沒有律法了，不是無法無天了，因為如果你在恩典

身體，第七章也講身體。第六章講罪身，到第七章這裡講取死的身體。

之下的話，罪就不再作你們的主。這個證明什麼？這個不表示沒有律法。

這裏的重點，重在死，死乃是極其軟弱，軟弱到了極點了。保羅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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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沒有分辨基督的身體，指著擘餅的時候說的，所以有的人就軟弱了，

們這個人。你把罪根拔掉，你要罪死，問題解決了。但神沒有叫罪死，

也有人就死了，那是什麼意思呢？什麼叫做死呢？這裏有一個人軟弱到

神的救法是叫我們死。弟兄姊妹，你看，不是罪死，就是我死。我們以

不能再軟弱了。弟兄姊妹，保羅現在看見他的身體是取死的身體，是軟

為說神是要罪死，所以教會歷史裏面有一班弟兄姊妹認為說叫罪死，弄

弱到極點的，誰能救我脫離這取死的身體？現在保羅被帶到終點了，他

了半天，罪沒有死。弟兄姊妹，這就難處理了，很多人緊張到一個地步，

被帶到盡頭了，他有一個禱告，誰能救我脫離這取死的身體？感謝主，

他巴不得能在罪上得著完全，但是他越追求，他根本就辦不到的。弟兄

弟兄姊妹，這是羅馬第七章，這是保羅的自傳，這也是保羅的失敗，這

姊妹，這不是神的辦法，神的辦法不是叫罪死，神的辦法是叫我們死，

個失敗是他得救以後的失敗，因為他要成聖，他要得勝。

是要我們死了，問題就解決了。

弟兄姊妹，他覺得他一敗塗地，他失敗得很厲害，他認識到他根本

現在不光是要脫離罪，脫離罪的秘訣是要脫離律法，叫我們在恩典

就辦不到。弟兄姊妹，感謝主，在他說他自己故事以前，在第七章一開

之下，不在律法之下。那我們怎麼脫離呢？那保羅就發現了，原來他嫁

始，他發現一件事，當他從前在罪的轄制底下的時候，他發現什麼呢？

給律法了。你明白嗎？當初人結婚的時候，不是彼此許願嗎？不管是疾

他發現罪好像主人一樣，他自己好像奴隸一樣。講到律法呢？弟兄姊妹，

病，不管怎樣怎樣，我們要廝守在一起。很多媽媽一聽到這個就落眼淚

你看他覺得我真是苦啊！從前是罪惡的重擔，現在是聖潔的重擔，你怎

了，這兩個人再也分不開了。你看保羅就這樣啊！保羅向來是嫁給律法

樣能夠有基督的榮耀？怎麼有基督的忍耐和溫柔謙卑呢？這些辦不到

的，就好像他的先生一樣。弟兄姊妹，但是不要忘記這是好先生，不是

的。不光身上有罪的律，還有死的律。罪的律叫我犯罪，死的律叫我不

壞先生，他所有的要求都是對的，但是很可惜他辦不到。尤其是個中國

能順服神的旨意。我看見那個標準了，基督就是那個標準，我要效法基

的先生，如果是個中國的丈夫，因為他讀了一點孔夫子的書，所以對父

督，我要達到那個地步。弟兄姊妹，你看，不知不覺保羅把自己放在律

母要很有禮貌，每天早晨告訴太太說：「你一起來，爸爸媽媽住在家裏，

法的原則底下，所以好像繩子把他自己捆起來了。

你一定要端一杯茶，向公公、婆婆請安去」
。那麼好了，因為他是在美國
長大的年青人，所以很注重下一代，所以，他希望他太太對兒女要特別

向自己死才是脫離律法的路

照顧他們，不要出外作事，照顧好家裏就可以了。全家若要出去，每一
個都要打扮得漂漂亮亮。他又生在當下二十一世紀，又是在電腦的世紀，

如果他要脫離律法，怎麼脫離呢？他脫離律法跟脫離罪的辦法是一

他們每天很多電子郵件來來去去。信來得太多了，所以，他希望他太太

樣的，你看見沒有？當我們犯許許多多罪的時候，主耶穌的寶血直接對

能夠幫助他，在兩百封信裏面先過濾一下，他只看二十封就可以了。因

付我們所犯的罪，但是我們這個犯罪的人呢？你看見主耶穌不直接對付

此，希望她能夠懂得電腦，最少能夠讀那個電腦才可以。弟兄姊妹，你

我們裏面那個罪，罪是個性情，天然的罪性在我們裏面。這個罪是個性

問這個太太，這先生所有的要求都是對的，要做一個美國標準的丈夫，

情，現在神不是把罪根拔起來的，主不是把罪根拔掉，但是主是對付我

你又是中國人，這個要求一點都不過份的。每天早晨一定要倒茶，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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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一定要把孩子弄得好好的，因為不得已，還要替先生去查看電腦。

在律法上面也是死的。」很有意思的，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聖殿的

這是好丈夫，他的律法是好的律法。但是，弟兄姊妹，這個太太就是吃

幔子從上到下裂為兩半。根據希伯來書，那個幔子代表基督的身體，幔

不消，這個先生要很乾淨才可以，她就是馬馬虎虎的。先生看不見一點

子裂開了就是基督的身體裂開了。幔子上面繡了好多的基路伯，代表我

水，先生也看不見一點髒，這個太太就比較隨便一點。你要她怎麼學，

們這些人。所以當幔子裂開了，所有的活物也都死了。所以，保羅看見

這個電子信箱就是開不了，她根本就是電腦盲的，她根本就不懂得電腦，

了，當我們的主釘十字架，幔子裂開了的時候，保羅也在那裏。你看，

但是一定要滿足先生的要求。遲早有一天，她說，我真是苦啊！

不是律法死了，乃是保羅也死了。因此在律法上，保羅也是死了。

你現在明白了嗎？為什麼婚姻是一道牆？外面的人拼命想擠進去，

聖靈非常的仔細，在這裡，聖靈沒有講十字架，它用基督的身體包

裏面的人想拼命擠出來，就是有很多這樣的丈夫。但是，不要忘記啊！

括了十字架。這個身體不光是死的，這個身體還要復活的。所以當主復

他是一個好丈夫，他不是隨便出去花天酒地，出去亂來的。他真是愛妻

活的時候，保羅也和祂一起復活。當然了，如果夫婦之間有了那麼大的

子，但是他的要求也真是高。弟兄姊妹們，你這樣怎麼過下去呢？還沒

問題，不是丈夫死，就是妻子死，那麼丈夫不能死又不肯死，一直活，

有多久，他的太太身體就要崩潰掉了。她不是不會，她不是不要，她是

一直健康得很。那麼好啦！只有太太死才能夠脫離這個律法對不對？但

不能啊！她辦不到啊！所以怎麼辦呢？可以離婚嗎？不可以離婚，這是

一死了就沒有戲唱了。你說在地上我們死了，你說死就脫離了律法，但

基督徒丈夫，當然不可以離婚。她不能離婚，這個就像你不能脫離律法。

是什麼都沒有了。只是保羅看見了有兩個丈夫，因為她又活過來了。你

但只有兩個辦法可行，第一個辦法，先生死，這個是很不忍心的一件事；

看見，這不是神話，這是聖經的事實。結果就嫁給另外一個丈夫，這個

另外一個辦法呢？是太太死。明白嗎？

丈夫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他說，就歸給那從死裏復活的，叫我們結果
子給誰？現在有謙卑的果子了，現在有溫柔的果子了，弟兄姊妹，現在

十字架把我們帶進死
保羅就用這個作比方，這個比方什麼意思呢？律法就像丈夫一樣，

像基督了！

十字架顯明神用恩典作供應滿足神公義的要求

它根據聖經，律法是一點一劃都不能廢去的，它活得很好，而且活到永
遠，它並不是死的。弟兄姊妹們，這是什麼意思呢？這表示你永遠在律

所以現在明白嗎？因著這個緣故，我們看見說，我們一面脫離了律

法的要求底下。所以，保羅看見一件事，神的辦法不是叫律法死。律法

法，一面我們就聯於基督。這個丈夫跟那個丈夫不一樣，你看見嗎？不

不能死，律法代表神的標準，律法代表神的旨意。怎麼辦呢？他看見一

錯，每天早晨，應該他太太要端茶進去的，但是這個先生常常替太太端

件事，神的辦法是要暴露保羅自己。祂要保羅死，祂也要我們這些人死。

進去的。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把地統統掃得乾乾淨淨了，他有要求，他也

那怎麼辦呢？所以，十字架就來了。保羅怎麼說：
「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

有供應。弟兄姊妹，所以，這裏給我們看見了，歸於基督乃是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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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這個丈夫所代表是恩典，結果是什麼？這個丈夫不只有要求，這

以前，四個兵丁要成為一個方陣，這三個犯人就在中間，每一個人都要

個丈夫也有供應。

背著他的十字架。我們弟兄已經說過了，那個十字架很重的已經在那裏

感謝主，這就是保羅從客觀，從歷史上，看見他怎麼脫離律法的。

了，現在不管怎麼樣，他身上還是背著一根橫樑的重量，然後兵丁就帶

這是兩千年前神已經做好的事，祂釘十字架時，我們也在那裏一同給釘

著他們往刑場走。他們從來不走最近的路，他們總是走最遠最遠的，他

釘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認清這個事實，你只要相信就可以了。

們希望許許多多的人都看見就都害怕。所以，這裏有三個人背著十字架。

感謝主，對於已經成功了的事實，你接受就可以了。然後從這裏，聖靈

背十字架是什麼意思？他們被定罪，他們的胸前有一個牌子，告訴我們

又帶我們進一步，把這個十字架交通給我們。當十字架交通給我們的時

他們的罪是什麼罪，最後就把它釘在十字架上。有的時候是掛在胸前，

候，不要忘記，神降律法是叫我們尋求恩典，神給恩典是叫律法得以成

有的時候，有一個羅馬兵丁把這一個罪狀高高舉起，要全城的人都看見。

全，告訴全宇宙說，神的旨意永遠是神的旨意，神永遠沒有廢去祂的旨

根據約翰福音告訴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

意。但是，感謝主，在恩典之下，我們能夠達到神所要我們達到的。最

字架。想想看，一個晚上，受審判，從一個地方解到另一個地方，被鞭

後，我們終於被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這是神永遠的旨意。

打，被戲弄。弟兄姊妹，到了這個時候，祂可以說是完全筋疲力盡了。
等到我們的主好像要倒下的時候，這個時候，根據羅馬的律法，不要忘

十字架的交通

記，我們現在講十字架與律法，我們特別講背十字架與律法，現在是講
十字架的交通，這個背十字架特別著重在交通，那麼這個交通是怎麼交

達到神永遠旨意的途徑是什麼？乃是經過十字架。弟兄姊妹，因著

通的呢？

十字架的工作，在律法上我們也是死了。這是認識，這是看見。但是不
要忘記，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聖靈要把兩千年前所做的，現在作在我

一個表明十字架交通的故事

們身上，要我們能夠有一點經歷。好，我們已經看過一個人物，我們再
看另外一個人物。我們一同來看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32 節：「他們出來

你看，這裏有一件事，聖經記載了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從古利奈來

的時候，遇見一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就勉強他同去，好背著耶穌的

的，這個人是從那裡來的呢？就是今天我們知道北非有一個國家叫利比

十字架。」這是很特別的一段聖經。我們知道主耶穌剛好在官府裏面受

亞，如果你不知道利比亞在那裡，你記得一個很有名的獨裁者叫卡達菲，

審判。最後，主耶穌被定罪，要上十字架。你知道那個時候不光是主耶

所以，就在北非靠近海邊的地方。如果今天有機會大家到埃及的亞力山

穌，還有兩個強盜，要把他們送到刑場，要把他們送到各各他山去。我

大，然後你再往西走，你看見一大片的撒哈拉大沙漠，然後在北邊靠地

們知道，根據這裡聖經的記載，有四個兵丁，因為後來四個兵丁分主耶

中海，離開地中海大約十英里的地方，有一個城叫作古利奈。那個城是

穌的外衣。根據那個時候的習慣是這樣，當犯人要送到刑場去釘十字架

個山城，是海拔兩千英尺高，在它的南邊還有更高的山，那個更高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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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用的，就把撒哈拉大沙漠來的風，就是熱風給擋住了。所以，那一

許多事情臨到我們的時候，我們說：
「主阿！為什麼是我呢？」覺得很奇

帶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古利奈就變成了那裡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座

怪啊！如果神給你一千萬美金的話，你從來不說為什麼是我？沒有的。

城。古利奈的西門是猶太人，這個城本來是一個希臘城，等到亞力山大

但是要你一背十字架，弟兄姊妹，那不是你願意的，你沒有準備要背十

死了以後，他四個將軍就把整個希臘的帝國給分了。那一個時候，我們

字架。不錯，你是個猶太人，你要遵守神的旨意，這是為什麼你到耶路

知道在埃及有一個皇朝，那一個時候有一個王硬是把猶太人送到古利奈

撒冷來的目的，但是在他的行程表裏面卻沒有背十字架這一項的。我們

那一帶去。所以古利奈代表什麼？一般人不必要到那裏去的，每一個人

蒙恩得救以後，我們愛主，我們巴不得要長大。但是，弟兄姊妹，很希

都有選擇自己居住的自由。但這些是猶太人，他們因為是在異族的鐵蹄

奇，很多時候我們像古利奈人一樣，現在事情發生了，那個結果是什麼？

底下，所以他們不是自己願意去的。弟兄姊妹，你看見古利奈的西門，

結果要叫我們背起十字架來。罪不是我們犯的，你看見沒有？現在主耶

沒有意思要背十字架，古利奈人沒有意思要到古利奈去。但他們是猶太

穌好像罪人，其實祂沒有罪。背十字架是什麼意思？背十字架證明我是

人，他們不是自己願意的，當初這些人就是不情不願地被送到了古利奈

罪人，只有主耶穌不是罪人，我們每一個人背十字架都證明我們是罪人。

去。他們是猶太人，每年到了過節，尤其是逾越節的時候，他們一定大

我們乃是罪人蒙了主恩典。所以保羅到了晚年的時候，他說，我是罪人

概積了一輩子的錢，他們就希望有機會能到耶路撒冷去，到了耶路撒冷

中的罪魁。他說：「我現在就是罪人」，他沒有說我過去是一個罪人。一

慶祝逾越節。你知道這是他們夢想好久好久的夢，如果他們一生能到耶

個背十字架的人，就證明說我是該死的人，就證明說我是一個罪人，就

路撒冷，尤其看見過節那榮耀的情形，雖然他們住在靠近沙漠的地方，

證明說除死之外我什麼都不能。這是古利奈的西門，他沒有準備好，結

如果一生有一個可能，一個機會叫他能看到耶路撒冷，他們就所有的願

果你看見有人拍拍他的肩膀，現在，他背了十字架。

望都滿足了。他們為什麼去耶路撒冷呢？他們說要去敬拜去，他們要與

按理來講，那是最悲慘的一天。但是，弟兄姊妹，這是他一生最美

神的兒女，與神的百姓在一起，他們沒有計算好要去背十字架的。所以，

好的一天。許多時候，我們背十字架，我們就說這一天真倒霉。基督徒

現在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回頭看看不是普通的手，是羅馬兵丁那個槍

沒有倒霉的時候，應該說這是最蒙福的時候。弟兄姊妹，在這裏，你看

的尖端。弟兄姊妹，這個時候你肯不肯走？你不聽也得聽，非走不可。

見說，古利奈的經歷常常是我們的經歷。主說：
「若你們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來跟從我。」什麼叫捨已呢？你沒有計劃，你一

背十字架的真義

輩子積蓄了那麼多的錢，你的目的就是要到耶路撒冷去，你要敬拜神，
你要與神的兒女同樂。現在，如果要跟隨主的話，如果古利奈的西門在

你看當古利奈人西門背起主耶穌十字架的時候，你能感覺到他裏面

神永遠的旨意裏有重要的一份的話，弟兄姊妹，如果要達到這個目的的

的感覺，那天一定是最倒霉的一天。他會覺得為什麼是我呢？在這麼多

話，這個目的怎麼達到的？他在他的計畫裏面，你看見他是到耶路撒冷

人裏面，為什麼兵丁不點別人，剛好點我呢？我們也常常這樣，對不對？

過節。什麼叫作捨己？就是在你的計劃裏面，沒有把這些擺在裏面，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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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要把這些計劃完全放在一邊，不管你喜歡不喜歡，你要背起十字架。

在羅馬的鐵蹄底下，在羅馬帝國範圍裏面，所有的人都要聽話。那麼，

親愛的弟兄姊妹，等一等，回過頭，你就知道古利奈發現他是最蒙恩的

你記不記得我們的主在馬太福音第五章 41 節說：
「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

人。當你好像經過苦難的時候，當你背起十字架的時候，也許你真的覺

你就同他走二里。」請大家記得，「強迫」這個字（這是個動詞），這個

得很苦，你覺得你非常的委屈。但是，不要忘記，過了以後，回過頭來

原文的名詞是有典故的。很有意思的，因為那個字是從波斯借來用的，

看，你覺得你蒙了最大的恩典。

在當初的波斯的話裏面是代表驛夫，這是什麼意思呢？

弟兄姊妹，當馬可形容這段故事的時候，他說，
「這古利奈的西門是

我們還記得以斯帖的故事，對不對？一個命令下去，然後一百多個

亞力山大和魯孚的父親」，這是什麼意思？我們知道馬可寫信給羅馬人，

省都要聽見的。怎麼辦呢？他們需要用人把消息送出去，所以在整個的

馬可福音是為著羅馬人，所以證明說，魯孚一定是羅馬教會大家都認得

路程裏設了好多驛站，送信的人是驛卒，或者是驛夫，就把命令從這裏

的。弟兄姊妹，這證明說古利奈的西門得救了，現在聖經告訴我們說，

送到那裏。在驛站那個地方，你要給水，給糧食，因為他們跑得很辛苦。

他是魯孚的父親。等到你讀羅馬書第十六章的時候，你看保羅怎麼說？

政府有時候提供這些東西，但有的時候來不及，所以波斯有一條法律，

他說：
「問在主所揀選的魯孚和他的母親安」
。很希奇，保羅怎麼說？「他

就是那個時候他可以找任何的人，你要麼給水，要麼給吃的，或者你就

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
。弟兄姊妹，這一定是一件不平凡的一件事，這是

跑到下一站去，這就那個字的來源。後來到了羅馬，你知道很多東西都

古利奈的西門。他覺得為什麼是我？現在主的答案是，他的兒子是蒙揀

是從波斯傳到了羅馬。比方這十字架，最早是波斯的。為什麼是波斯呢？

選的，因為他是蒙揀選的。每一次我們背十字架的時候，這是我們的光

因為在波斯人的感覺裏面，這個地是非常聖潔的，所有的犯人他受刑的

榮。親愛的弟兄姊妹，因為你是蒙揀選的，結果你看見古利奈西門幫助

時候，都不能夠和地發生關係的。所以，一定要把這個人舉起來，所以，

了多少的人。保羅說，他的母親（就是古利奈西門的妻子）就是我的母

這就是約翰福音說，人子被舉起來，好像全地都是非常神聖的，但是最

親，這就是為什麼十字架乃是達到神永遠旨意的惟一的路。

聖潔的主竟然是被舉起來。後來亞力山大就從波斯那裏接過這個十字架
這個刑罰，然後，亞力山大就傳給了羅馬。那也是這樣，這裏的強迫，

十字架的交通成全了律法

強迫人來做什麼事？這傳統從波斯就傳到了羅馬，不過羅馬是講律法
的，根據羅馬的律法，你不能隨便使用一個人，如果你真的叫他走路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對於古利奈的西門來講，那是他一生最悲慘的日

話，最多走一里，走完一里，他可以不必走了。你受這個羅馬律法的保

子，但他回過頭去看，那卻是他一生最榮耀的日子。所以，聖靈用這一

護，你只要走一里路就可以了。弟兄姊妹，是在這個背景的底下，我們

段的故事來形容給我們看，十字架的交通怎麼成全律法？這個十字架跟

的主怎麼說？「如果有人叫你走一里……」
，弟兄姊妹，你走完一里，你

律法有什麼關係？它有關係的，這跟主的話非常有關係。你知道為什麼

不必再走了，這是律法最高的要求。但是，有一個要求比這個律法的要

兵丁可以這樣做嗎？那個時候，羅馬有個律法的，因為我們知道猶太人

求更高的，這個是誰來要求呢？是我們的主來要求。你的敵人要你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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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路，根據羅馬律法，走一里就完了，你不必再多走一里路了。但是誰

弟兄姊妹，在這裏看見沒有？回到神的律法，你回到舊約，很明顯

叫你走第二里路呢？是我們的主叫你走第二里路。所以，弟兄姊妹，現

的，如果人打你右臉，你當然也打他右臉了。你看見沒有？律法是公平

在你看見沒有？在這裏有一個東西比律法更高，這裏有一個要求還要比

的原則。在舊約是這麼講。但是主怎麼說呢？主說，你把另外一個臉轉

律法更高的。很希奇，不光是第二里路是這樣，轉過第二個臉來，是同

過來，敵人打了你臉以後，他高興得不得了，他沒有再打你另外一個臉，

樣的一個的原則。

是誰叫你轉過第二個臉？是我們的主。這是什麼意思？這裏都是律法，
有猶太的律法，有哈姆拉比的律法，有羅馬的律法。比方說，裡衣和外

十字架的實意高於律法的要求

衣，如果你讀到出埃及記第二十二章的時候，這也是律法，為什麼呢？
因為猶太人的一般可以有好幾件的裡衣，但是，他就只有一件外衣，這

弟兄姊妹，你知道聖經怎麼說？「你們聽見有話說」
，聖經沒有說你

件外衣白天是衣服，晚上就當毯子。你懂這個意思嗎？根據律法，你如

們聽見律法是這麼說。弟兄姊妹，希奇得很，我們的主這裏講的「以眼

果真的拿你鄰舍的外衣來作當頭的話，聖經說，到了日落的時候，你要

還眼，以牙還牙」
，那是人類最早最早的律法。請讓我們記得，在這個歷

還給他。因為你不還給他，他晚上就要捱凍了，就沒有什麼東西遮蓋他

史上，我們看見有一個最古老的律法，這一個律法是叫作哈姆拉比律法。

了。弟兄姊妹，現在你明白嗎？如果人要拿你的裏衣的話，他根本沒意

根據哈姆拉比律法，大概是在摩西以前七百年，一個巴比倫王所頒佈的

思要拿你的外衣的，因為拿你的外衣，太陽出來以前，就要還給你，太

律法。在那一個律法裏面，已經有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所以這也

麻煩了。但是，主耶穌說，不要怕麻煩，祂不怕麻煩，所以，這個時候，

是律法，我們的主用這個來形容律法的原則。但是，你讀到舊約的時候，

主說，你要把外衣也給他。

尤其你讀到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的時候，你看見聖經怎麼說呢？它說：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什麼意思？為什麼走一里路？走一里路，而

「若有別害，就要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

且是背十字架的重擔，你看見古利奈西門背十字架是根據什麼律法？就

腳，以烙還烙，以傷還傷，以打還打。」最後一個，人家打你的右臉，

是主所說的，如果有人叫你走一里路，你陪他走第二里路。想想看，等

你應該打回去的，根據這個律法要打回去的。但是主耶穌怎麼說？這裏

到古利奈人西門後來讀馬太福音的時候，讀到主這一段聖經的時候，你

不光不是舊約的律法，這裏更不是哈姆拉比的律法，其實哈姆拉比律法

看，他裏面什麼樣的感覺？他覺得背十字架是沒有意義的？不，現在你

並不是最高的律法。就歷史來講，很早很早是不錯。他說，如果一個人

看見了嗎？如果有人叫你走一里路，你要陪他走兩里路。弟兄姊妹，結

是一個尊貴的人，你傷他眼睛，那麼你另外一個眼睛要賠他，你打掉他

果是什麼？我們看見最後的結果是個榮耀的結果。為什麼呢？你讀這一

的牙齒，你應該給他另外一個牙齒。但是，如果這個人是普通的窮人的

段聖經的時候，我們不大明白，為什麼主說要轉過第二個臉來？為什麼

話，你用錢賠償他就可以了。你打掉他的牙齒，你應該給他另外一個牙

主說要給第二件衣服來？為什麼主說要走第二里路？弟兄姊妹，這是愛

齒。但是，這個人是普通的窮人的話，你就用錢賠償就可以了。

的故事，沒有愛的人，辦不到這些事，而這個愛乃是十字架。這個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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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神一直到死，只有這樣，神的救恩才能夠完成，猶大一點的功勞也
沒有。

十字架是愛的具體發表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這裏給我們看見，這個愛是什麼愛？這個愛當
然是十字架的愛。不光如此，當祂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你看見那些兵丁

弟兄姊妹，你還記得嗎？當人把我們的主釘十字架的時候，那是人

要分祂的外衣，為祂的裏衣拈鬮。這是什麼意思？你知道外衣，四個兵

對神的恨到了最高點。當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你說，誰把祂釘

丁一個人分一份，那個時候猶太人所穿戴的，祂的鞋，祂的頭巾，祂的

十字架的？是人把祂釘在十字架上。全世界打主耶穌的右臉，弟兄姊妹，

腰帶，還有的就是祂的外衣，四樣剛好分成四份。有的人拿著鞋子去了，

這一打，是不是就作成功救贖了呢？不是的。如果是的話，那猶大沒有

有的人拿著頭巾去了，有的人拿著腰帶去了，有的人拿外衣就去了。那

功勞也有苦勞，他一定有功勞的。所以，現在很多人喜歡讀什麼猶大福

現在剩下什麼？現在剩下的乃是裏衣，從上到下一片的。那為著不隨便

音這些東西。但是弟兄姊妹，這些人想替猶大說話的，如果猶大不賣主，

把它撕碎的緣故，所以，現在他們玩一個遊戲，誰贏了，誰就有整片的

我們就不得救了。沒有這件事，光是猶大，光是彼拉多，如果人不把主

裏衣。弟兄姊妹，當我們的主被掛在十字架上，當人分祂的外衣，當人

釘在十字架上，救恩沒有完成的。但是請記得，當人恨我們的主到最高

要為祂的裏衣拈鬮的時候，你知道，我們的主給人的感覺是什麼嗎？從

點的時候，主為我們禱告：
「父阿！赦免他們。」赦免他們，赦免誰啊？

人的角度來看，神藉著人來剝奪祂，所以，這個是剝奪的手。十字架有

釘他十字架的人。赦免誰啊？這些罪人，就是你和我。現在請記得，神

一個過程，叫作剝奪的過程。倪弟兄在一九五零年代的時候，他寫了一

要不要聽這一個禱告？祂的兒子禱告，祂非聽不可。祂如果聽這個禱告

首詩歌，他說，
「神阿！祢正在拆毀我的前途，祢好像下手來剝奪我的所

的話，你把神的公義放在那裡？你看見神能不能隨隨便便把一個有罪的

有」。他有一個最好的禱告，在最後的一個禱告：「神阿！祢什麼都可以

人當作無罪的人？祂不能這樣做。神若要這麼做，請記得一件事，當我

剝奪走，祢要留下一樣東西給我，那就是祢剝奪的手。」

們的主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因為祂為我們禱告：「父阿！赦免他們。」
那為著要完成神的愛，也要完成神的公義，現在主耶穌要站在我們的位

愛成全了律法

置。聖經怎麼說呢？「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
卻以為祂受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請大家記得，人擊打祂，人把祂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神藉著兵丁，把我們的主

釘在十字架，為著完成救恩，神的兒子一定要站在人的位置為我們作救

完全的剝奪。弟兄姊妹，這是什麼？這是十字架的愛！世人要祂死，釘

贖的工作。現在是神把祂釘在十字架上，現在神擊打祂。什麼叫作救恩？

祂十字架，結果，祂從死裏復活。弟兄姊妹，人要祂走一里路，結果祂

什麼叫作十字架的愛？不是只有一張臉，祂的敵人要主耶穌的右臉，結

走了兩里路。弟兄姊妹，你明白嗎？因著這個緣故，祂就為我們完成了

果神要祂轉過另外一個臉，這一回是神擊打祂。弟兄姊妹們，我們的主

救贖。這個愛叫作十字架的愛，這個愛是完全的愛。弟兄姊妹，你愛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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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是受苦難，實際是成就了神旨意

候，只有你愛仇敵的時候，才是一個完全的愛。弟兄姊妹，我們都是十
字架的仇敵，世界是它的仇敵，肉體是它的仇敵，罪是它的仇敵。但是，
不要忘記，我們就是十字架愛的對象，這是十字架的愛。

現在你明白，這個古利奈的西門，當他背起十字架來跟隨主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在馬太福音是說，「強逼他背十字架」。馬可福音告訴

主怎麼說呢？你們要完全像天父一樣的完全。我們怎麼可能辦得到

我們，
「他是魯孚的父親。」那不僅如此，你讀到路加福音的時候，聖經

呢？我們有可能聖潔像天父那樣聖潔嗎？沒有這件事。但是感謝主。你

告訴我們說，請記得，這是背十字架的意思，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然

讀羅馬書第五章那一段，那裏的完全，是指著愛的完全。我們什麼都辦

後在主耶穌的後邊跟隨祂。許多人只背十字架，卻不跟隨祂，這不是主

不到，但有一件事，主呼召我們，要我們完全，像天父一樣的完全。這

的意思。「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是什麼意思？祂降雨給好人，也給歹人，如果這個愛是完全的愛的話，

我們把後面幾個字都沒有聽見，只記得受了多少的苦，你只記得婆婆的

你要愛你的朋友，你也愛你的仇敵。弟兄姊妹，你看見嗎？主耶穌在十

臉，你只記得媳婦的臉，你只記得那難聽的聲音，你背了多少的十字架？

字架上有那個愛，祂要把那愛交通給我們，這個叫作十字架的交通。弟

你受了多少的苦？但是，弟兄姊妹，什麼叫作背十字架？這一次古利奈

兄姊妹，你走一里路已經滿足律法了，你給他裏衣已經滿足律法了，你

的西門背十字架，是在後面跟隨主耶穌。弟兄姊妹，當耶路撒冷女子哭

轉過第一個臉已經滿足律法了，你為什麼還不高興呢？你為什麼還不舒

主耶穌的時候，她們看見主耶穌全體都是傷，她們為主耶穌哭。主耶穌

服呢？你為什麼沒有喜樂呢？什麼時候你會有喜樂？你轉過另外一個臉

怎麼說：
「耶路撒冷女子啊，你們不要為我哭，你們要為你們自己哭，將

來，這證明什麼？這是恩典的水流在那裏長大。弟兄姊妹，我們不再在

來耶路撒冷一塊石頭不留在一塊石頭上，你們都是罪人啊！沒有多少時

律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

候，神的審判就來到了。不要為我哭，我要上十字架。」

感謝主，這個生命是個超越的生命，這個生命是得勝有餘的生命。

弟兄姊妹，這個人怎麼可能是罪人呢？那個罪人怎麼講這個話呢？

讓我們記得，我們的主要把這個十字架的愛交通給你，交通給我，結果

祂一定是救主，我要知道祂到底是怎樣的一位？因為你背十字架，你更

我們就能完全，像天父完全，這是神永遠的旨意。當我們給模成神兒子

靠近主了，主說的話，你都聽見了。我問這些話是誰聽見？後來路加怎

形像的時候，這是神兒子的旨意，這是神永遠的旨意。不要忘記，弟兄

麼記下來的？路加都是保羅給他的，而魯孚的母親就是保羅的母親。所

姊妹，既然是旨意，就代表祂的標準，那個律法是比普通律法更高的。

以，弟兄姊妹，是誰看見這一切的？誰作耶穌基督的見證人？誰作十字

感謝主，你看見當你進入完全的愛的時候，你當然成全了律法。律法只

架的見證人？感謝主，古利奈的西門。哦！你不知道，當你背十字架的

要六十分，你考了一百分。這是什麼意思呢？你沒有廢掉律法，反而你

時候，是你與主最親近的時候。祂要擦乾你的眼淚，根本就算不得什麼

成全了律法。成全律法是什麼意思？完成神永遠的旨意。但願主恩待我

損失，你歡迎這個損失。本來你不明白，為什麼神這樣對待我？我要來

們！

敬拜祂，這是我一輩子的儲蓄，我不是要背十字架的，但是，作夢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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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的人。哦！弟兄姊妹們，因為你背十字架，這是神恩待你，神用愛來對

主，我們把這些話恭敬的交在祢的手裏，如果祢覺得好，求祢使用

待你。你看見神把榮耀給你，現在，你能跟隨祂，聽見祂所說的話，你

這些話，但願祢一次解決我們的問題。許多時候我們不明白什麼叫「背

更認識祂。最後看祂怎樣釘十字架，兵丁怎樣剝奪祂？然後怎樣聽見祂

十字架」
，原來祢把十字架交通給我們，祢把十字架的愛交通給我們。主

說：
「父阿！赦免他們。」這叫什麼？這叫作十字架的交通，這個交通讓

阿！我們感謝祢，我們就歡迎這個交通。許多時候我們不明白，但是，

你能與主有最親近的交通。結果，你看見古利奈的西門就能完成神在他

我們願意聽祢的話說，要捨己，背起我們的十字架，來跟從祢。

身上的旨意。

主阿！我們感謝祢，是祢揀選了我們，我們把敬拜、愛戴都歸給祢，

你知道馬可曾經跟過保羅，他覺得跟保羅拿皮包都很好。後來，碰

我們要伏在灰塵裏面。我們爬著滾著也要來到祢面前。主阿，是祢恩待

到問題，他說，我怕麻煩，然後就回去了。這是馬可，馬可覺得能替保

了我們，是祢看上了我們，是祢給了我們尊榮，叫我們能夠這樣背起十

羅拿個皮包就可以了。等到古利奈西門，他蒙恩得救了，他回過頭去想。

字架來跟隨祢。聽我們的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可愛的名禱告。阿們！

弟兄姊妹，這一回，他不是拿主耶穌的皮包，如果他知道主是神的兒子，
是他的救主，神為什麼看上他？給他這麼大的榮耀，他能背祂的十字架。
弟兄姊妹，我們背起我們的十字架，我們以為很多的十字架，十字架只
有一個，乃是當我們從主接過祂的十字架的時候，這個就變成你的十字
架。感謝主，這是古利奈人西門的故事，我們為著這個真是感謝主。你
看見，在這裏不知不覺的，我們知道古利奈的西門滿足了父神的心。我
相信他不只走一里路，他一定走另外的一里路，他守在十字架的底下。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看神的旨意最後在他身上完成了。但願主開我們的
眼睛，神把律法降下來，要我們尋求祂，我們就能因著十字架所完成的，
脫離律法。感謝主！因著祂把恩典給我們，靠著這個恩典，弟兄姊妹，
我們能轉第二個臉，走第二里路，給第二件裏衣。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
是這樣，我們也是這樣，這是什麼意思？我們給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
們在那裡給模成的？那個模型是十字架的模型。願主對我們說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