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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督。我們效法基督的美麗，效法基督的謙卑，效法基督因忍耐；

以弗所書第四章第 20 節：「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我們

因著我們效法祂，結果人在我們身上就看見基督的榮耀，看見基督的
美麗，看見基督的忍耐。

特別注意你們「學了基督」
。

我們知道在教會歷史裡面有一本很有名的書:「效法基督」，是

禱告

Thomas a＇Kempis 寫的。這本書有一度可以說是和聖經常常擺的一起

主阿！我們感謝祢，這次是祢召集我們，實在是祢的愛吸引了我

的。大概有多少人讀聖經，就有多少人讀這本書。所以一面給我們看

們，但願我們能夠禱告說，但願祢吸引我們，我們就快跑跟隨。我們

見教會歷史裡面有許多人愛慕主的話，他們心中真是有一個願望，巴

仰望祢在這個聚會中說祢心中所要說的話，給我們恩典讓我們聽懂祢

不得能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那麼路在什麼地方？他們覺得要效法基

自己的話，我們也能夠靠祢的恩典起來遵守祢的話。我們感謝祢把這

督，所以就用自己的方法希望能夠達到那個目的。

榮耀的題目放在我面前，是祢的恩典要我們模成祢自己的形像。

模成神兒子形像是一個很高的目標，你怎麼達到這個目標，我們

但願我們心中真是有個禱告說，主阿！我們願意像祢，我們知道

需要藉雅各的天梯能夠從地上爬到天上。所以當我們從地上到天上，

祢回來的時候，我們都要像祢。主阿！我們今天還在路中的時候，我

當我們從不像主到像主，這裡面有個階梯要一步一步往上走，當我們

們求祢給我們最高的恩典，我們願意靠著祢的恩典，直至模成祢自己

這樣的走的時候，我們就有一些屬靈的操練。在這些屬靈的操練裡面，

的形像。這是我們深處的禱告，靠著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我們要叫我們的身體聽我們的話，所以我們就做了許多的工作。效法
基督這本書就告訴我們，為著要能像基督，我們有許多的工作要做。

學了基督
我們剛才讀了一句很重要的話：「你們學了基督，卻不是這樣。」
這裡面有個很短的句子就是：
「學基督」
。
「學基督」乃是這次大會主題

許多時候我們要苦待自己，許多時候我們要做苦修的工作。所以我們
知道在教會歷史裡面，給我們看見怎樣效法基督呢？效法基督乃是一
個我們最大的成就。當你努力又努力，最後你終於能像我們的主了。

裡面的一個主題。大會的主題是：「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們知道這
是聖經裡面非常榮耀的一個題目。我們蒙恩得救以後，我們心中就有
一個願望：我們巴不得能像祂。但願當我們敞著臉向著我們的主的時
候，我們真是榮上加榮，變成主的形像。

由一些的例子來看
我們知道有個很有名的弟兄，叫 Henry Suso 是很有名的 friend of
God，就是神的朋友。他真是愛主，他覺得當他活在肉體裡面的時候，
他一點都不像主。所以他要對付他的肉體，他要肉體聽他自己的話，

效法基督
那什麼叫「學基督」呢？許多人第一個感覺就是：學基督就是效

聽他的話。所以因著這個緣故，他就發明了許許多多叫他苦修的那個
工具。他特地定作了一件夾克，是皮的夾克；那夾克裡面有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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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鐵釘，他穿上夾克的時候，那個鐵釘不是向外而是向內。而且當他

苦待自己，他巴不得能有一天像主一樣。所以他常常到一個地方，他

睡的時候，他的夾克是包得非常緊的。所以那個鐵釘很自然的就深入

就怎麼對付這個虱子呢？他就把羊皮衣服拿下來，然後就在火面前抖

他的身體，許多時候他痛苦到一個地步，他說：
「神阿，這是何等的死

一抖，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少的虱子作了他的朋友。他不止是鳥的弟

啊！」因為他知道如果他向他自己死，他就能向神活。他能向神活，

兄，他不止是花的弟兄，他也是虱子的弟兄。所以這樣他就能模成神

他就能像基督一樣。他不止這樣，他也發明他也自己做了一個木頭的

兒子的形像。根據傳說，這只是傳說，因為在那個時候太多的神蹟。

十字架，上面也是有很多的鐵釘。在主耶穌釘十字架最多是四根的鐵

那麼根據說在他死以前兩年，因為他真的模成了神兒子的形像，他的

釘，但是這位弟兄許多的鐵釘，實際他真是天天背起十字架來跟主。

手上面有傷痕，他的腳上有傷痕，他的肋旁有傷痕。

二十年以後，結果神似乎對他說：
「夠了，你二十年，你真的能夠叫肉

弟兄姊妹，學基督是效法基督嗎？保羅用了那個字，保羅說：
「但

體完全聽你的話嗎？」所以神就帶領他進入第二個階段，這個弟兄他

願你們效法我，就像效法基督一樣。」但是你讀他的上下文，保羅是

要效法基督，他要爬那個階梯。今天不像主，明天就會像祂；今年不

這樣的來教我們效法基督嗎？保羅告訴我們說，我們要模成神兒子

像主，明年就會像祂。

lice 他也是虱子的小弟兄。因為他為著愛主的緣故，他就穿上羊皮的

的形像，是這樣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嗎？什麼叫作模成神兒子的形
像？神兒子的形像乃是指著神兒子的人格來說的，這個人格和基
督的性格發生關係。所以當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那是指著因
著主的恩典，在我們身上就產生了基督的性格。當人在我們身上
看見基督的性格，就看見基督的榮美。當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教會就彰顯了基督的人格。弟兄姊妹，這就是保羅給我們看見
的。但是許多人感覺學基督就是效法基督。教會歷史裡面有許多
的方法，但是但願我們回到聖經，我們聽聽保羅怎麼說。保羅說：
「你們學了基督，卻不是這樣。」這句話是對以弗所的聖徒說的。
你知道保羅在以弗所一共呆了三年之久。有兩年之久，他租了個
地方叫作推喇奴的學房。如果大家今天到以弗所去，你知道以弗
所留下來的遺蹟，今天在那一帶是最完全的。而且你仍舊可以看
見那個時候的大理石，你大概可以猜想推喇奴學房大概在哪些地
方。

衣服，那麼這個羊皮裡面都是虱子，但是他願意作虱子的朋友。他不

推喇奴是個哲學家，所以他在他的學房裡面教導他的學生，所以

蓋恩夫人也是這樣，她真是愛主，她真是願意揀選神的旨意，她
是願意揀選十字架。但是又因為她是在那個環境底下，她的觀念還是
效法基督的觀念。她不敢舒服一點，所以她有的時候穿鞋的時候，她
就把石頭就放在她鞋裡面，她覺得這樣就能效法基督。
我們知道還有個很有名的人，叫作聖方濟，他非常的愛主，你讀
他的故事。當他讀聖經的時候，讀四福音的時候，他真是願意照著主
的話來做。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他有個簡單的心，他并沒有讀太多
關於奧秘派的東西，他只讀聖經，所以他就願意效法基督。他真是愛
主，他不光愛主，他也愛主所愛的，他愛神的創造。他和鳥作朋友，
他和花作朋友。所以有人就說，他是 the litter brother of little
bird，他是小鳥的小弟兄。他因著效法基督的緣故，他不光是 the
litter brother of the little bird，他也是 thelitter broth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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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門徒們就學了許許多多。但因為以弗所天氣很熱，所以大概中午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學生都放假，所以推喇奴大概是五點鐘以後再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加二:20)」這一節聖經

回來教這些學生。所以保羅大概就利用那五個鐘頭的時間，兩年之久，

就概括了保羅的一生，這一節聖經也就給我們看見保羅是怎樣學基督

他叫一切住在亞西亞的，無倫是猶太人，是希利尼人都聽見主的道。

的。

換一句話說，那個時候保羅把這些人帶到基督的學校，兩年之久，你

在這裡保羅所學的，不是關於基督的一切，他乃是學一個活的基

看他們不知道學了多少。如果你想知道到底保羅那個時候到底講了什

督，他能告訴我們說：他「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不再

麼，最清楚的就是羅馬書、加拉太書、林前跟林後。凡是聖靈要留下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裡面活著。」在歷史上，基督曾經活在這地上。
「祂

的，都留在了這四卷書的裡面。所以推喇奴在那裡教導他的門徒，保

是愛我，為我捨己。」當祂釘十字架的時候，神也把我放在那裡，神

羅也教導那一帶的人。所以在基督的學校裡面，他們學了許許多多。

對我的肉體絕望了，神對我的肉體沒有盼望，他知道我的肉體，最好

推喇奴教導的是學問，你如果能夠在這個學房裡面，那麼結果你就能

的地方就是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裡面活著。」

學著很多很多了。

什麼叫做學基督呢？學基督就是重新活出基督，就這麼簡單。因著基
督的生命在他裡面，這個生命乃是於基督一同藏在神裡面。這個生活

學習基督論
那麼在基督的學校裡面，保羅怎麼教導這些人呢？學基督并不等

是一個秘密的生活，是一個隱藏的生活。因著這個生命才有這個生活，
沒有基督的生命就不可能有基督的生活。

於基督學；有化學、有物理學、也有基督學。你到大學裡面去讀化學、

我從前到動物園去，我就特別注意到這個猴子也可以吃西餐的，

有物理學。人到神學院裡面去讀基督論，去學基督學。保羅說：
「你們

而且猴子也會唸經，猴子怎麼會唸經呢？因為牠的確有一本書，牠每

學了基督，卻不是這樣的。」保羅是不是說，你們學了許多關乎基督

一本書裡面呢，他們就藏著花生米，所以到這一頁牠拿來就吃了，再

的學問呢？講到模成的神兒子的形像，這裡的關鍵，這裡最重要的點，

拿又再吃了，牠好像在唸經一樣。牠裡面根本沒有人的生命，牠可以

是學基督。有許多人懂得基督學，很少的人知道什叫作學基督。

效法人，但牠永遠達不到人的。效法人是一個很高的目標，猴子能像
人是何等的成就啊，但是猴子永遠是不會像人。

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兩千年的教會歷史告訴我們，憑著我們自己沒一個人能效法基

所以我們要讓保羅，要用他自己的話告訴我們，什麼叫作學基督。

督。但是感謝主，有一天我們蒙恩得救了，基督的生命在你裡面也在

我想我們引他最簡單、最著名的一句話，這是保羅十三封信裡面有一

我裡面。現在你要問，是你來活呢還是讓祂來活？如果你來活，當然

節聖經，這一節聖經就把保羅他一生就學的，他怎麼學基督，就把他

不像基督；如果讓基督來活，當然就像基督。所以什麼叫學基督呢？

完全的包括在這節聖經裡面。他說：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

感謝主，我們的主曾經在地上活著。祂的榮美、祂的謙卑、祂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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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許多人看見了。但當基督在我裡面活著的時候，我們就要叫許多人

上的天已經變成銅了。換一句話說，因著人墮落犯罪以後，人離開神

看見，基督的榮美在我們的身上。

不知道有多遠，罪也不知道離開天有多遠。自從人墮落犯罪以後，天

弟兄姊妹，有許多弟兄──年長的弟兄，我們已走了很長一段的

像銅一樣，天從來沒有開過的。一直等到有一天，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路。我們常常問一個問題，我們像不像主？我們幾乎走了一生的道路，

來到地上，當祂從約旦河上來的時候，你仔細讀四福音，聖經告訴我

我們從黑髮的時候，我們就願意像主；今天我們到白髮，我們是不是

們：
「天就裂開了。」是耶穌基督當祂來的時候，只有祂給我們一個敞

像主呢？弟兄姊妹，我們像不像聖方濟，在他要見主面的時候，聽說

開的天。

他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這個只是聽說，這是聽說他的手、他的腳身上

一、看見神的榮耀

帶著釘痕。你看看我們自己，我們像主嗎？
感謝主，但願我們在這裡得著一個鼓舞，憑著我們自己，我們永

所以當我們蒙恩得救以後，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以後，許

遠達不到的。我覺得奧古斯丁說了一句很有名的話，他說：
「我一面恐

多時候天就開了。聖經告訴我們說，天向像司提反開了，當天向司提

懼戰兢，一面心中火熱；恐懼戰兢因為我不像祂，心中火熱因為我像

反開的時候，他看見了神的榮耀。他看見的不是神榮耀的形像，不是，

祂。」弟兄姊妹，這是認識主的人們所說的話。我們恐懼戰兢因為我

不！他看見耶穌基督站在神面前，什麼是神的榮耀？你看見耶穌基

們不像祂，但是我們心中火熱因為我們像祂；我們像祂，我們又不像

督，你現在看見神的榮耀了。在舊約的時候，當你讀以西結書的時候，

祂。感謝主，這就是我們的道路，這就是學基督。

那裡講到神的榮耀，那裡講到神的寶座，你大概知道一點什麼叫作神
的榮耀，但是你不知道什麼叫作榮耀。

保羅如何學習基督

二、保羅看見了光

所以我們來看保羅到底怎麼學基督？保羅是在迦瑪列門下嚴格受
教，他天生就是個做學問的人，他讀聖經就是要作個拉比。那個時候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當我們讀羅馬書第八

最大的拉比就是迦瑪列，他就在迦瑪列門下嚴格受教，他對於聖經尤

章的時候，講到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下面接著就講得榮耀。這裡不光

其舊約受了最嚴格的訓練，他應該知道什麼是舊約裡面所說的。如果

講因信稱義，不止講因信成聖，這裡講到榮耀，講到因信得榮耀。什

你問保羅，你讀整本的舊約聖經，講到神的愛，講到神的公義，講到

麼叫作因信得榮耀？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如果我們沒有看見神的榮

神的屬性，你最難解釋的是什麼？那保羅一定會告訴你說，在舊約裡

耀，你怎麼得榮耀呢？

面，最難解釋的一件事就是神的榮耀，以西結看見了神榮耀？錯了！

保羅是怎麼開始他的功課的呢？保羅怎麼學基督呢？他在大馬色

他不是看見神的榮耀，他只是看見神榮耀的形像。他看見天開了，但

的路上，他遇見了復活的主。那弟兄姊妹，我們聽他怎麼解釋他在路

是不要忘記，自從人墮落犯罪以後，根據聖經裡面的話，這個天你頭

上所看見的。所以當保羅得救以後，他告訴我們說，他沒有上耶路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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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去見那個先作使徒的，他惟獨往阿拉伯去，他到西乃礦野去。當初

他說在基督裡面，如今在基督裡面的就是個新的創造。弟兄姊妹，他

神怎麼對摩西說話，現在神也對保羅說話。但是請記得，神對保羅是

用舊約創世記的話，能夠解釋他在大馬色路上，他所看見的異象。他

說祂已經說過的話。他在迦瑪列的門下，他學了許許多多關於舊約裡

遇見了榮耀的主，他遇見了復活的主。那弟兄姊妹，現在你聽他怎麼

面的話，那是神的話。但是現在神在阿拉伯礦野要對這個保羅再說一

說，他在哥林多後書第四章第六節那裡說，他說：
「那吩咐光從黑暗裡

次，那些話在舊約都說過了，神對他再說。保羅在迦瑪列門下的時候，

照出來的神。」這是什麼意思？神說：
「要有光。」你看見嗎？這個就

聖靈沒有進到他的裡面，他還沒有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當他蒙恩得

是：
「那吩咐光從黑暗裡照出來的

救以後，聖靈就住在他的裡面，聖靈要引導他進入一切的真理。本來

在大馬色的路上，保羅的心是淵面黑暗，神靈運行在他的水面上，結

舊約是一本封閉的書，當聖靈教導他的時候，有一天光來了，他看見

果那個光就照在他黑暗的心裡。他怎麼說：
「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

神的話仍舊是舊約裡面神所說過的。那個解釋不一樣了，他看見光了。

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中文的翻譯多餘了一點，其實在原文就是「我

他怎麼看見因信稱義，當他讀到創世記十五章的時候，他從前不

神，已經照在我們心裡。」感謝主，

們得知神榮耀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知道讀了多少遍。他是個拉比，像他的先生迦瑪列一樣，他們同樣有

他當初逼迫神教會的時候，司提反殉道，他明明在旁邊。許多人

一本舊約的聖經，他們同樣是瞎眼的帶領瞎眼的，別人看不見，他們

都捂著耳朵，包括保羅在裡面，他不要看，他不要聽；他不要聽還是

自己也看不見。但是感謝主，這個拉比有一天在礦野裡面，聖靈住在

聽見了，他聽見了司提反的見證。天開了，有神的榮耀站在神的右邊。

他裡面，聖靈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的磷片就掉下來了。同樣是創世

這個人明明是該死的，應該用石頭打死的，是神所不喜悅的，為什麼

記十五章，現在他有了偉大的發現，他看見人是因信稱義的。

他的臉像天使的臉？他的心像獅子的心，他的臉卻像天使的臉？如果

有一天當他讀創世記的時候，特別讀到第一章的時候：
「地是空虛

神不喜悅的，為什麼他看見天開了？我在拉比的學校學了那麼多的功

混沌，淵面黑暗；神的靈運行在水面上。神說：
『要有光，就有了光』
。」

課，我知道什麼叫作神的榮耀。以西結最多是看見是神榮耀的形像，

這個講神的創造，這個講神舊的創造。但是現在聖靈在保羅裡面說話

怎麼司提反能看見神的榮耀？

了，他這段聖經不知道讀了多少遍了，現在他的眼睛的磷片就掉下來

神的靈就像農夫的刺一樣在保羅裡面作工。他沒有想到，他──

了。當他注意到：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這不是他得救以前的

罪人中的罪魁，他一點都沒有準備好，他看見了神的榮耀。弟兄姊妹，

情形嗎？他拿著文書要到大馬色去，他要逼迫神的教會，結果「神的

神的榮耀是抽像的，神的榮耀就看不見的。但是你怎麼看見了？弟兄

靈運行在水面上。」神像農夫一樣用那個刺要刺保羅，結果保羅沒有

姊妹，因為他顯在基耶穌督的面上。人的臉是他的代表；人的臉也是

順服，反而去踢那根刺，這不是保羅往大馬色路上以前的光景嗎？當

我們的發表。所以弟兄姊妹，在這裡給我們看見，神是看不見的，神

他快靠近大馬色的時候，神說：
「要有光，就有了光。」這是他得救的

的榮耀是不能解釋的。弟兄姊妹，連保羅都不會解釋。但是保羅看見

故事。他從創世記第一章第二節、第三節他讀出他自己的故事，所以

了，保羅在大馬色的路上，他的異象是什麼異象？他看見了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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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普通皇帝御車就是四匹馬往面跑就是了。
講到神活動的寶座的時候，你看見這個寶座是往每一個方向去
的。現在你看見有個生命是在寶座前的生命，這個 living being 在原
文是沒有 being 只有 living。這個活物在原文沒有物，只有活。弟兄

以西結的異象

姊妹，這是什麼意思呢？你只要靠近神的寶座，你一定是活的；你遠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們讀以西結書的時候，我想弟兄姊妹你們

離神的寶座,一定是死的。所以這裡給我們看見在寶座前的生命，今天

對以西結書的第一章，應該有一些的印象的。你記不記得以西結當他

如果真的在寶座前，你不必怕你是死的。有的人用很高的聲音在那裡

在迦巴魯的河邊，在巴比倫的時候，他看見有異象從北方來，從遠遠

喊，他以為他就活了。如果你離開神很遠，你喊半天還是死的。如果

地方好像有暴風雨一樣，有一朵雲彩，那個雲彩上面是帶著閃爍的光

你活在寶座前，你真的靠近寶座，你不喊也是活的。所以弟兄姊妹，

的，是從北方來的，當他慢慢靠近的時候，他才發現，原來他所看見

在這裡給我們看見，在這個活動的寶座裡，我們看見寶座前的生命，

的乃是個寶座，不過這個寶座是個活動的寶座。神的寶座應該在天上，

是這個生命托住整個的天的。所以是寶座前的生命，把神的寶座從天

神的寶座應該在耶路撒冷，你不可能在迦巴魯的河邊能看見神的寶

上帶到地上來的；從一個地方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這是神寶座前

座。但這個活動的寶座，一面是藉著翅膀，一面是藉著輪子。翅膀叫

的生命。

寶座從天上帶到地上來，這個輪子是叫這個神的寶座從耶路撒冷一直
到迦巴魯的河邊。

不過這個御車跟羅馬的御車不一樣，看你從什麼方向來看。如果
你在西邊往東邊看的話，當這個御車往你這個方向跑的時候，你看見

我們知道以西結是個祭司，他知道神的榮耀在至聖所裡面，他知

這個御車前面是四個人。如果你在南邊的話，你看見乃是四隻獅子。

道基路伯在至聖所裡面。但他稀奇得很，他怎麼可能在迦巴魯河邊，

然後如果在北邊的話，是四隻牛。西邊的話是四隻老鷹。弟兄姊妹，

能看見神的榮耀呢？根據猶太人的觀念，神的榮耀不是在天上──像

聖經告訴我們這四個活物有不同的臉面。這個寶座的生命太榮耀了，

但以理所說的，就是他們觀念裡面在耶路撒冷，在至聖所裡面。所以

你不可能從一個方向來認識祂的，你不可能從一個方向來明白祂的。

他所看見的是他根本不能了解的。那麼這個寶座一面是從天上帶到地

弟兄姊妹，你看見嗎？這是神的榮耀。因著這個緣故，你要看見這個

上，又可以從地上帶到天上；然後藉著輪子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

在寶座前的生命，是怎麼把神的榮耀帶到地上來的，怎麼把天帶到地

方。那麼和寶座連著的就是一個天。不要忘記，什麼東西托著天呢？

上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見沒有？這就是以西結所給我們看見的

有四個活物托著那個天的。所以整個的這個活動的寶座，就好像古時

那個活動的寶座。

候皇帝御車一樣。你可以想到，想像羅馬皇帝當他出去坐御車的樣子，

然後你看見在寶座上面，好像有人子的形像。腰以上是一個光景，

他的寶座就放在他的車上。那麼前面有四匹馬在那裡跑著。所以我們

腰以下是另外一個光景。那麼在天以上是一個光景，天以下是一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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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但是這個都在那個榮耀的寶座的範圍裡面。親愛的弟兄姊妹，你

們的地位上。在腰以上給我們看見神的兒子，在腰以下給我們看祂人

怎麼解釋這個異象？猶太人的拉比告訴我們說，這一章的聖經你不能

子。因為祂人子，所以祂能為我們掛在十字架上。

隨便解釋。為什麼？因為舊約對他們來講是一本封閉的書。一直等到

以西結所看見的異象，就是保羅在大馬色路上所看見的異象。弟

耶穌基督來到，天真的為我們開了，聖靈住在我們裡面。如果你相信

兄姊妹，根據那個異象，現在保羅說：
「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

耶穌基督作救主。 親愛的弟兄姊妹，那個以西結所不能解釋那個榮

督在我裡面活。」當基督在地上的時候，祂是活的寶座，祂有四張不

耀，現在保羅明白。

同的臉；你從不同的角度，你能看見祂不同的表現。馬太福音，給我

弟兄姊妹，保羅現在明白了，原來以西結所說的是個豫言，告訴

們看見祂是君王，那是獅子的臉；馬可福音，給我們看祂是牛，祂真

我們有一天，這個活動的寶座要在地上，要來到人間。弟兄姊妹，對

是神的僕人；路加福音給我們看見祂是人；到了約翰福音給我們看見

於一個在苦難裡面的人，對於一個被擄到迦巴魯河邊的人，他們最大

祂像老鷹一樣。

的安慰是什麼？如果他們在巴比倫受苦，如果神的苦難在耶路撒冷。
弟兄姊妹，神怎麼安慰他們？神怎麼擦乾他們的眼淚？神的同在是在

福音書中表現出四張臉

幾百英里之外。弟兄姊妹，以西結看見什麼？那個神寶座是從北方來

弟兄姊妹，你要學基督嗎？當你讀四本福音書的時候，四本福音

的，應該是從西方來的才對，從耶路撒冷來才對，不！你知道當以色

書乃是從不同的角度，給我們看見寶座前的生命。我們的主是最靠近

列人他們落難的時候，他們被擄的時候，他們是往北邊擄的，然後跨

神的寶座，生命在祂裡頭。親愛的弟兄姊妹，祂無論到哪裡，當祂在

過幼發拉底河，然後他們再往南走。弟兄姊妹，一個最大的安慰，以

地上的時候，祂怎麼活，就是四本福音書給我們所看見的。

西結沒有想到，當他們逃難的時候，當他們離開他們的家鄉的時候，

但是不光這樣，現在保羅說：
「現在活著……，乃是基督在我裡面

他們沒有想到，神的寶座、神的榮耀、神的同在，暗暗的跟隨著他們。

活。」他重新活出基督。當初主在地上怎麼活，他今天也怎麼樣地活。

怎麼可能？在猶太教裡面怎麼可能？

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的學校裡面，主沒有把我們留在黑暗裡面。當

感謝主，現在神讓以西結預先嘗到一個故事，有一天道成肉身。
親愛的弟兄，祂本來是與神同等的，結果祂倒空自己，成了奴僕的樣

你讀四本福音書的時候，我們應該看見神的榮耀，因為神的榮耀是顯
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式，也成了人的樣式。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祂好像是在那個天底下

當你讀馬太福音的時候，許多人都說這裡講到主耶穌是王。但是

一樣。但是無論我們的主到哪裡，祂把神的寶座帶到哪裡；無論到哪

我們要問一問題，主耶穌是怎麼作王的，祂到底是怎麼作王的？你要

裡，把天堂帶到哪裡；無論到哪裡，把神的旨意帶到哪裡。所以弟兄

讓聖經的話來解釋聖經。你讀到第一章家譜的時候，「亞伯拉罕生以

姊妹，以西結所看見神榮耀的異象，乃是指著耶穌基督自己來說的。

撒，以撒生雅各。」很多人讀到這裡跳過，一下子跳到十八節去了。

當祂釘十字架的時候，頭三個鐘頭，神的兒子；後三個鐘頭，站在我

不要忘記，你把這段跳過了，你就不知道我們的主是怎樣的一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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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中間的十四代都是王，但只有講大衛的時候，

然後主耶穌對他們怎麼說呢？「經上記著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饑餓之時

說是大衛王。所羅門是王，但聖經沒有說所羅門王。十四個王只有一

所作的事，你們沒有唸過嗎？」大衛是被棄絕的，大衛是到處漂流的。

個寶座，他們都坐在大衛的寶座上。這是什麼意思？我們的主的譜系

現在我們的主是這樣的一個王，祂來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不接待

乃是大衛的譜系。換句話說，我們的主怎麼作王的，祂是真正坐在大

祂。祂的生命是獅子的生命，祂的生命是作王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

衛寶座上的。大衛怎麼坐寶座的，大衛怎麼作王的，他到處在曠野裡

祂到處漂流，祂從一個麥田跑到另一個麥田。祂的門徒餓了，就好像

被掃羅追趕，先卑微然後才得榮耀。當大衛在曠野裡漂流的時候，他

當時跟隨大衛的人餓了一樣。所以弟兄姊妹，給我們看見，當你讀馬

是王，神膏他作王。他是個沒有寶座的王，有可能嗎？地上的王都是

太福音的時候，你看見一張的臉，是獅子的臉，那個光景是作王的光

有寶座的，但那個時候當大衛從一個地方逃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他

景。如果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們的主怎樣是獅子，我們也怎樣

有作王的生命，但你看不見他的寶座。但是有一天，他要坐在寶座上。

是獅子。但是不要忘記，如果我們的主是這樣的王，你不可能作路易

所以我們的主乃是這樣的一個王，所以難怪祂一生下來，幾個博

十四的。許多人在世界上不作路易十四，在家裡作路易十四。

士來朝見祂的時候，他們來朝見猶太的王。他們代表我們這些外邦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王的話，你看看我們的主，神的榮

就獻上黃金、乳香和沒藥。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王的話，當到他

耀是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所以有一天，我們的主騎驢子進了耶路撒

們獻上黃金、乳香和沒藥以後，神就在夢中告訴約瑟說：
「你要帶著孩

冷。弟兄姊妹，因為這個，聖經說：
「看哪，祢的王來到這裡，是溫柔

子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

的。」王怎麼能是溫柔的？你能想像路易十四是溫柔的嗎？但是我們

如果祂真是猶太的王，如果祂真的是君王的話。你知道歷史上有
個很有名的君王，那就是法國的路易十四，他怎麼說呢？他說，朕即

的主是溫柔的。祂不是騎著馬，祂乃是騎著驢子。弟兄姊妹，這是獅
子，這是獅子的臉，就是這個形像我們要模成功的。

是國家，I am the state。當他說 I am the state 的時候，很多法國的基督

當主耶穌在大祭司面前受審判的時候，大祭司對祂說：
「我指著永

徒就逃到美國去了，因為王是叫別人逃亡的。結果在美國這麼多的總

生的神，讓祢起誓告訴我們，祢是神的兒子基督不是？」主耶穌在十

統裡面，最有名的幾個總統，George Washington，然後兩個羅斯福總

字架下。聖經告訴我們，祂許多時候一句話都不說；祂一句話也不說。

統、杜魯門、Eisenhower，他們統統是一些法國 Huguenots 的後裔。

感謝主，這就是我們的王；祂的確是王，祂一句都不說。但等到大祭

所以什麼叫王？王是你坐在寶座上，你是叫別人逃到曠野去的。但是

司說：
「我指著永生神，叫祢起誓告訴我們，祢是神的兒子基督不是？」

記得，我們的主是這樣的王。什麼是獅子？獅子乃是百獸之王。弟兄

主耶穌說：「你說的是。」然後祂說：「你們要看見人子坐在全能者的

姊妹，如果我們主是王的話，為什麼祂逃到埃及？因為祂像大衛一樣

右邊，駕著天上的雲將臨。」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什麼意思？祂當

作王的。

然就是要來的王，那大祭司就問大家說：「（你們看，）祂說了僭妄的

當你讀到十二章的時候，你記不記得門徒餓了，就掐起麥穗來吃。

話！……現在你們都聽見了。你們的意見如何？」他們說：
「祂是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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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和摧殘，當祂被舉起來的時候。所有釘十字架的人，他本能的反應，

這個王是該死的。你能不能找到這樣一個王？祂是該死的。
「他們

是詛咒，因為十字架太痛苦了，只有詛咒才能減輕痛苦。但是你看我

就吐唾沫在他的臉上。」這個獅子的臉上，這個王的臉上是帶著唾沫

們的主在十字架上，祂在十字架下是默默無聲的；祂被舉起來的時候，

的。所有君王的臉都是榮耀的，哪一個王的臉帶著唾沫？

祂說：「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不知道。」

你如果讀馬可福音的話，他們不止叫祂臉上帶著唾沫；他們蒙了

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人打人祂右臉的時候，當祂臉上帶著唾沫的

他的臉。你記不記得摩西，當他看見神他就蒙上他自己的臉。我們都

時候，祂在十字架上的反應，祂轉過另外一個臉來。因為祂的臉俯在

是有頭有臉的人，一個王都是有頭有臉的，結果他們蒙著了祂的臉。

灰塵中，是父神叫祂轉過第二個臉來。所以祂能夠說：
「父阿，赦免他

到了路加福音同樣一句話：
「他們打祂的臉。」親愛的弟兄姊妹，當我

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不知道。」

們的主受羞辱：「吐唾沫在祂臉上……，蒙住祂的臉……，打祂的

人所作的，最多是彼拉多跟猶大所作的，他們把主耶穌釘在十字

臉……。」這個王怎麼反應？路易十四要怎麼反應？地上君王要怎麼

架上，因為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的最高點。詛咒所作的跟猶大所作的，

反應？我們的主要怎樣的反應？祂的生命是獅子的生命。現在神的榮

他們終於恨神恨到了最高點。但是弟兄姊妹，因著主耶穌的禱告：
「父

耀要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帶著唾沫的臉；被蒙著的臉；被擊打的臉。

阿，赦免他們。」我請問弟兄姊妹，神要不要聽這個禱告？神的兒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祂該不該有反應？祂當然要反應，不過祂不是

在十字架上禱告，祂能不聽嗎？神一定要聽兒子的禱告，如果神隨便、

在十字架下面反應。十字架底下一句話也沒有；十字架上七句話，就

神沒有道理的赦免一個罪人，神的公義在哪裡？所以弟兄姊妹，一面

像彩虹的七個不同的顏色一樣。如果你要這個君王反應的話，你要這

為著滿足神的愛，一面為著滿足神的公義。弟兄姊妹，我們的主在十

個君王顯出祂的能力的話，不是在十字架下；你看祂在十字架上怎麼

字架上走了兩里路，第一里路是頭三個鐘頭，第二里路是後面三個鐘

反應的。弟兄姊妹，但是不要忘記，在祂釘十字架以前，祂經過了客

頭。

西馬尼。聖經告訴我們什麼？聖經告訴我們說：
「祂稍微往前走，臉俯

你怎麼解釋後面三個鐘頭？根據以賽亞五十三章，是神擊打苦待

於地。」在希臘原文是用了臉這個字，祂稍微往前走，祂把祂臉放在

了；不光這樣，是神把祂釘在十字架上。讓祂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

灰塵當中。祂禱告說：
「我父阿，倘若可行，求祢叫這杯離開我；然而，

讓我們的罪歸在祂的身上，救恩就完成了。所以弟兄姊妹，猶大所作

不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當祂起來的時候，祂明白神的

的只是一半；有的人說，猶大沒有功勞有苦勞啊。猶大也有功勞啊，

旨意，祂的臉俯在灰塵當中。弟兄姊妹，祂順服神的旨意。因著祂順

如果猶大不賣主，我們怎能得救呢？沒有這件事。猶大最多恨主到一

服神的旨意，祂在十字架上有個一反應。那個反應就證明祂是神的君

個地步，把主送上十字架。第一里路不是救恩，第二里路才是救恩。

王，那個反應就證明祂是獅子，那個生命是獅子的生命。

最後三個鐘頭，當主說：
「我的神，我的神，為什麼離棄我？」親愛的

弟兄姊妹，當我們的主被舉起來的時候，當祂受盡了許多人的苦

弟兄姊妹，在這個時候祂說：
「我渴了。」祂說：
「我成了。」然後：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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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把我的靈魂交給祢。」請大家記得，因著這個緣故，我們的主

作天國之子。如果國王是獅子，我們都是小獅子；我們有個生命乃是

在十字架上走了兩里路，結果祂就為我們完成了救恩。是約翰福音告

獅子的生命。現在我們懂得了，為什麼主說：
「當人打你的右臉，你要

訴我們，當主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們不止拿祂的裡衣，也拿祂的外

轉過第二個臉來。」弟兄姊妹，人怎麼打你的右臉？他是用手背打你

衣。親愛的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故事是兩里的故事；是左臉跟右臉的

的。在那個時候，如果你用手背打一個人的話，那個人寧可死，也不

故事；也是兩件衣服的故事。

要受這樣羞辱。當你用你的手背打一個人的臉的時候，你是吐唾沫在

當主釘十字架的時候，有兩個強盜釘在左邊跟右邊，他們就譏笑

他的臉上。

主耶穌，因為許多人都笑我們的主：
「如果祢是神的兒子，祢可以從十

弟兄姊妹，你怎麼反應？感謝主，主給我們一個榮耀的機會，在

字架上下來。」弟兄姊妹，兩個人說同樣的話，兩個人都譏笑我們的

我們日常生活裡面，叫我們能像祂一樣。親愛的弟兄姊妹，你能不能

主；但是等一等，當我們的主在十字架上說：
「父阿，赦免他們！因為

轉過第二個臉來，你肯不肯走第二里路。你不回答的話，是不是表示

他們所做的，他們不知道。」結果被其中一個強盜聽見了，弟兄姊妹，

你懦弱，你忍耐，已經很好了，但是為什麼你不快樂？因為主要把你

他有一個禱告，他說：
「主耶穌，在祢得國降臨的時候，求祢記念我。」

模成祂的形像。人打你，你忍耐，你還不快樂。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

他有個大的發現，在十字架上，這個人是王，祂的寶座在十字架上，

什麼樣的生命？「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裡面活著。」

祂是獅子，祂能轉過臉來。祂是獅子，走第二里路；祂是王，祂是獅

如果你是基督在你裏面活的話，你知道你怎麼反應。

子，給第二件衣服；祂是獅子，能說：
「父阿，赦免他們！」所以弟兄

從前有個牧師就講這段的故事，講轉過第二個臉來。還沒有講完，

姊妹，這裡有個見證人，其中一個強盜給我們看見，主耶穌果然是王，

下面就有個人跑上來了，就真的打他一耳光。他起頭還笑嘻嘻的，他

祂是在十字架上作王的。

越想越生氣，他說：
「你等一等，等一等！」他就拿了一本聖經，然後

在祂上十字架以前，頭上帶著荊棘的冠冕，祂的權杖是用蘆葦來
作的。你有沒有找到地上有一個王，他的頭上帶著荊棘？你有沒有找

找到他的時候，然後他就用那個聖經從頭上給他打下去。他還引聖經
的話，他說：「願神的震怒常常在你身上。」

到一個王，他的權杖是用蘆葦作的？這是我們的王，神的榮耀顯在耶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沒有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話，我們都是這樣

穌基督的臉上；祂的國就是馬太福音所說的天國。當你讀完馬太福音

活著，是不可能的。但是「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裡面活著。」我

的時候，你有沒有學基督？你有沒有看見我們的主是怎樣的一位主

們的主在十字架上怎麼反應？我們重新活出基督的生活。

呢？你有沒有看見神的榮耀是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祂是獅子的臉。

當人打你的右臉的時候，他沒有意思要打你的左臉，所以你沒有
得罪他，他也很高興了；他終於修理你了，修理你他當然很高興了。

天國之子
感謝主，因著這個緣故，不止祂是王，祂是天國的王；祂要我們

但是呢？弟兄姊妹，你不高興，敵人沒有叫你轉過右臉來，是主叫我
們轉過右臉來；你肯不肯轉過你的左臉來？當你轉過左臉以前，你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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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不願意把你的臉放在灰塵裡面？你真的一點用也沒有，你怎麼連這

最後主耶穌說：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這是什

個反應都不會？你到底像不像男子漢大丈夫？Are you a man?所以弟

麼意思？難道我們聖潔，像天父一樣聖潔嗎？我們永遠辦不到的。在

兄姊妹，你看見嗎？只有當你把臉俯在灰塵中，當你真的順服的時候，

這裡講完全的時候，你讀上下文，這裡特別指著在愛這件事上完全來

你自然就轉過第二個臉，你自然就走第二里路，你自然就給第二件衣

說的。因為主說：
「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弟

服。你覺得這是很難嗎？

兄姊妹，你看見嗎？你能愛你的朋友，你愛那些可愛的，這是不是愛？

我們知道從前有真的故事發生，在福建有個這麼故事：有一個姊

是愛，不完全！它只是半圓，它不是整個的圓。什麼時候你愛你的仇

妹蒙恩得救了，她本來是個潑辣婦，她本來是個很兇悍的婦人。如果

敵？因為天父把雨給好人也給歹人，祂把太陽給好人也給歹人。弟兄

你得罪她，她要咒詛你祖宗十八代。因為她得救了，很多人覺得太陽

姊妹，如果我們光愛我們所愛的，我們是一個充滿愛的人，但是我們

從西邊出來了，這個不可能的事，所以有個年青人說：
「讓我來試試她。」

的愛不完全。主說：
「你們要完全，要像天父一樣的完全。」天父的愛

他們就在地上就揀起一個蕃署就往她臉上丟，然後拔腳就跑，結果沒

是完全的愛，天父的愛是不止太陽給好人也給歹人的愛。如果我們模

有想到，那個姊妹沒有追他。她揀起那個蕃署，她就回家去了，就把

成神兒子的形像，弟兄姊妹，在愛這件事情上，我們就完全了。那個

那個蕃署就種在她後花園裡面。這個第二年就長出好多的蕃署，她就

愛就是完全的愛。

挑了兩擔的蕃署，就到了去年丟她的年青人的家裡，她笑嘻嘻對他說，

那個路在什麼地方？學基督。當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弟兄姊

你還記得去年嗎？你用一個蕃署來丟我，結果我就種了好多的蕃署，

妹，你從馬太福音，你能看見祂是君王，祂的生命是獅子的生命。但

都是你的。

是請你告訴我，你讀了馬太福音，你只知道祂是王，就完了。你讀整

弟兄姊妹，這個反應，乃是獅子的反應。打人的人是最儒弱的人，

本的馬太福音，你不止看見祂是王，我們怎樣能模成王子的樣子？那

被打不還手，已經是很剛強的啦，但真正的獅子，真正作王的，能夠

是整本馬太福音告訴我們的。保羅是這麼學基督，所以我們的基督學

轉過第二個臉，走第二里路。羅馬的規矩，有的時候你替公家應該走

校裡面也要這樣學基督。所以但願主把這些話深深印在我們的深處。

一里的路，但是律法只限定一里，超過一里你可以不聽的。但是不要

這條路是這麼走的，保羅這麼走的，許多愛主的人都是這麼走的。

忘記，我們的生命是獅子的生命，那個生命永遠不能得著安息，一直

你有沒有看見神的榮耀的耶穌基督的臉上？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等到你走第二里路。當你走第二里路的時候，人看見基督的美麗和榮

就是得榮耀。我們有什麼榮耀呢？只有基督的榮耀從我們身上彰顯出

耀在我們的身上。

去，人才看見基督的謙卑，看見基督的溫柔。現在你才明白，到底山
上的教訓是講什麼？簡單一句話：模成神兒子的形像。祂不止呼叫我

完全的愛
在那段聖經裡面，當主耶穌講到馬太五、六、七章那段聖經裡面，

們，不止揀選我們，祂不止叫我們因信稱義，也因信成聖，最後因信
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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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在基督的學校裡面，我們能像保羅一樣，能學基督，意
思就是：能夠重新活出自己。當初藉著四福音的記載，主耶穌在地上
怎麼活，這個生命在我們裡面也怎麼活。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所以我不必活。感謝主，讓基督在裡面活著。讓那個生命自然流露的
時候，你什麼貢獻也沒有，這都是主作的。所以保羅說：
「我所以是我
現在這種光景，乃是神的恩典所造成的。」願主恩待我們。

禱告
主，我們把這些話交在祢的手裡，我們為著年長的弟兄姊妹感謝
祢。他們走了一生的道路，雖然他們覺得不像祢，但是祢都知道；叫
我們能夠得著安慰，也讓年青人能看見，在基督的學校裡面，我們怎
麼樣來學基督。聽我們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