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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個面那個形像是獅子的形像，就好像以西結在他的異像裏面看

哥林多後書第四章 6 節：
「那吩咐光從黑暗裏照出來的神，已經照
在我們心裏，叫我們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

到的一樣。你看見四活物有四個不同的臉面：獅子、牛、人、老鷹。
以西結所看見的乃是神寶座前的生命，你怎麼來形容神寶座前的生命
呢？一面是獅子所說，一面是牛所代表的；所以今天我們就看見，神

禱告

的榮耀原來顯在基督的面上。不止我們看見神的榮耀，我們因信要得

主，我們感謝祢，今天是祢的恩典再次召聚我們在這裏，我們為
著這個榮耀的題目，向祢獻上感謝，祢再三提醒我們，祢永遠的旨意

著榮耀。我們怎麼得著榮耀呢？因為祂呼召我們，因信稱義，因信成
勝，也因信得榮耀；得榮耀的意思就是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乃是要把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但願現在，在基督的學校裏面，祢
把那條路指明給我們，讓我們真是能學基督，讓我們今天活著的不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活。聽我們的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可愛的
名，阿們！

獅子的形像
前講我們從馬太福音來看見那個獅子的形像，我們的主就是君
王。今天我們所得著的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當我們模成神兒子形像
的時候，祂怎樣作王，我們也怎樣作王。祂是先卑微後得著榮耀；祂

我們都知道這次大會的主題是：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的責任是

是先經過十字架，然後得著冠冕。他是在十字架上作王的，所以當我

說到學基督。根據保羅的解釋，從保羅他的經歷裏面，他說到學基督

們模成祂形像的時候，祂在十字架上怎樣的反應，我們也怎樣的反應。

的時候，他的重點不是放在學關乎基督的一些事。最好的解釋就是他

在十字架底下，我們的主默默無聲；在十字架上他說了七句的話。在

說：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那裏祂反應的，那個反應是榮耀的反應，那個反應君王的反應。當我

裏面。」保羅他活著的時候，不是根據他自己的模式，他乃是根據當

們模成神兒子形像的時候，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面，許多時候神安排

初基督在地上怎麼生活。他在大馬色的路上，他遇見了主。他從前聽

我們的環境：叫我們轉過第二個臉；走第二里路；給第二件衣服。我

說神的榮耀，他從以西結書，也知道什麼是神榮耀的形像。他沒有想

們能愛我們的仇敵，能為他們禱告；我們不止愛弟兄，那個愛是個半

到在大馬色的路上，他親眼看見神的榮耀；原來神的榮耀乃是顯在耶

圓的愛；我們也能愛仇敵，這就變成了完全的愛。我們就能完全，像

穌基督的面上。

天父一樣的完全，這就是模成神兒子形像的故事。

馬太福音––祂是君王

我們怎能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從四本福音書裏面，聖靈從四個不同的角度，給我們看見我們的

那麼路是什麼樣的路呢？所以整本的馬太福音就給我們看見我們

主是怎麼樣的一位。馬太福音給我們看見祂是君王，作了我們的救主；

怎麼樣能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我們的得勝應該像祂那樣的得勝，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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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的主在啟示錄第三章裏面所說的話。當主呼召得勝者的時候，

主給我們看見，祂用祂自己的話，生了我們這些人，結果我們就成為

我們怎麼得勝呢？我們的得勝是因為主怎麼得勝。你看馬太福音主怎

天國之子。然後祂把這些天國之子，這些好種就灑在田裏面。當我們

麼得勝，那個得勝的生命在保羅裏面，所以他說：
「不再是我，乃是基

蒙恩得救之後，我們都是好種，祂把我們這些天國之子就灑在田裏面，

督在我裏面活。」主怎麼得勝，他就能得勝。主在十字架上走二里路，

就灑在世界裏面。那個種子是「一粒麥子落在地裏死了」那個種子。

我們也能走另外一里路，這是我們怎樣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那個種子是那麥種，當麥子成長的時候它需要太陽曬的。當你把它放
在田裏面的時候，當太陽曬那個麥子的時候，你看見它向著天的那一

一、聖靈教導我們怎麼說話？

部分越來越成熟。它靠近地的那一部分，根越來越枯乾了。它向著地

在二十八章的馬太福音，很明顯指明一條路：我們怎麼能被模成

越來越死，向著天越來越活，結果這個生命就成長了。所以主一面是

神兒子的形像。所以在馬太福音第十章，給我們看見主把我們帶到基

把我們放在基督的學校裏面，另一面祂把我們的好種撒在這個世界裏

督的學校。不錯，我們是天國之子，我們都像小獅子一樣，但是不要

面。結果在這個世界裏面，我們學了許多的功課。這個世界有許多的

忘記，我們乃是在基督的學校裏面，我們學了這些的功課。當你讀到

苦難，這個世界有許多不同的遭遇，結果藉著這個我們就能模成神兒

馬太第十章的時候，你看有兩個非常重要的功課：第一個功課就是怎

子的形像。

麼說話，不是我們自己說，乃是父的靈在我們裏頭說的。我們平常就

我還記得當我在學校讀書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希望能得到最高的

應該知道怎麼說話，我們平常應該知道聖靈怎麼在我們裏頭說，然後

學位，所以我就找了一個教授，我就跟他學，希望等到學成功的時候，

到了重要關頭的時候，等到你來到了官長諸侯面前的時候，那這個時

我就能得到一定的學位。我沒有想到這個教授他的脾氣非常的古怪；

候你知道怎麼說話了。我們到了重要的時候不會說話，平常的時候我

然後我才曉得原來神替我定作的。我記得我做了很好的工作，我想給

們不會說。在日常生活裏面，你怎麼說話就顯出我們是什麼樣生命。

他看了後他一定很高興。結果那一次我見到他，我就把結果給他了，

如果我們說話，乃是父的靈在我們裏面說的，我們學的那個功課就是

他其實不大懂我所作的；結果他很生氣，不光生氣，而且當著我的面，

聖靈的功課。一個讓聖靈在裏面說話的人，證明他是君王；主怎麼得

我站在他面前，他就把我所作的扔在我的腳前。在那個時候，我要問

勝，他也怎麼得勝。主在十字架底下一句話也沒有說，我們也能模成

我自己，我是現在就離開這裏，還是我從地上把它揀起來。感謝主，

他的形像，這是第一個重點。

是主的恩典，叫我能把那個紙頭再揀起來。等到後來，等到我論文寫
完了以後，這個論文是他批准了。而那裏面的東西，就是那篇東西，

二、十字架的功課
第二個重點，主說：
「不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不配作我的門
徒。」所以第二個功課，是十字架的功課。到了馬太福音第十三章，

他把它扔在地上的。所以等到我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我在主面前有
個禱告，我說：
「主阿，我感謝祢，我所得的學位是雙重的學位，是
double-degree。一面我是從我的教授那裏得著這個 Degree，另一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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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這是在馬太福音給我們看見的那條路。

感謝主，主是把我們撒在這個世界的人。當你能夠揀起來的時候，

彼得學了美好的功課

你是獅子，這證明你剛強；如果你一生氣你就走了，這是全世界最軟
弱的人。弟兄姊妹，我們的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在什麼環境底下，

現在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比方，我們普通講到作王的時候，好像

我們都應該作王；在什麼環境底下，你都不應該失態。感謝主，這個

講得很高是不是？我們剛才講過，日常我們要講話的。你看一個人講

就是主怎麼訓練祂的門徒。

話，你就知道他是不是王。在十二個門徒裏面，彼得的話是最多的，
他不管什麼場合他一定要講話。有一次跟著主耶穌到變化山上去，就

如何能夠成熟？

像所有禱告聚會一樣，大家都睡著了。結果忽然間看見主變了形像了，

到了馬太十六章到十八章的時候，你看見主說祂要建造祂的教

他覺得這個階段要講一些話，所以他就說要搭三座棚，他根本不知道

會。我們怎麼能夠成熟呢？我們怎麼能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呢？當然在

他講什麼。一個喜歡講話的人，這裏有一個很大的說明。他管不住他

基督的學校裏面！基督學校有兩面，一面在田裏，另一面在教會裏。

自己的舌頭，他一定要說的。一個人是不是作王，你就看主怎麼住勒

在教會學什麼功課呢？主說：
「我實在告訴你們若不回轉，變成小孩子

他的舌頭。

樣子，斷不能進天國。」主在什麼場合講這句話？他先說到宇宙的教

你記不記得有一次有一天，有人來收丁稅，這個丁稅啊，就是個

會，然後說到地方的教會，這句話就在這兩個故事的中間。弟兄姊妹，

殿稅，乃是為著神的殿來收的。所以有一天在迦百農，有人來見彼得，

這裏給我們看見，當我們的主建造教會的時候，祂是根據天國的尺寸

他說：
「你們的先生納丁稅嗎？」他們不是問彼得說：
「你納丁稅嗎？」

量的。在這個天國裏面，個個都是小子，都是小子們，所以那個國度

如果是這樣的話，彼得說：「納。」這是一點沒有錯的。「你們的先生

乃是小子們的國度。但是什麼時候我們是個大人呢？我們太大了。

不納丁稅嗎？」彼得應該說：「那等一等，讓我問一頭號我的先生。」

我還記得我在日本的時候，呆了一年。這日本什麼東西都小的，

他說：「不，納！」結果他進了屋子，我們的主就問他了：「西門，你

冰箱是小的，電視是小的，這個房子非常的矮，你不小心你的頭就碰

的意思如何，這個世上的君王是向誰征收丁稅呢？是向自己的兒子

到什麼地方了。請記得教會乃是根據天國的尺寸來建造的，為什麼我

呢？還是向外人呢？」彼得說：
「當然向外人咯。」那就是說這樣的話，

們在教會裏面跌得鼻青臉腫呢？我們這個人太大了。所以十字架要作

兒子就可以免稅了(參太十七:24～27)。但是現在我們的主要教導彼

一個工作，要叫我往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這樣你才能尋找弟兄；

得，要讓彼得學功課，要讓他模成祂自己的形像。彼得管不住他的口，

這樣你才能夠得著弟兄；這樣你才能聯於弟兄；這樣你才能饒恕弟兄。

有的話應該主說，他已經都替祂說光了。所以如果彼得真的模成神兒

感謝主，就這樣我們就能夠模成神兒子的形像了。彼得覺得他饒恕別

子的形像，你看見他一定要學功課了。

人七次已經是得勝了，一個真正作王的人，是饒恕別人七十個七次。

所以主說：
「你到海邊去釣魚，然後你把先釣上來的魚，拿起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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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那個口，你要得一塊錢，那麼就作你和我的稅。」這個一塊錢是一

皇。這就是後來教會的難處；教會的難處是因為教會說話了，教會應

個舍客勒，丁稅是半舍客勒。所以如果你釣那個魚，剛好是一個舍客

該是沒有話的，教會的話都是基督所說的話。什麼時候教會大嘴巴了，

勒的話，主說：
「作你的稅，作我的稅。」我可以付稅，但是我不付；

教會就墮落了。弟兄姊妹，在你所在的教會，是誰在那裏說話的？是

你要學的功課，你要去釣魚。彼得會網魚，他不會釣魚的。一個喜歡

誰在那裏作王的？弟兄姊妹，彼得不能大嘴巴，教會不能大嘴巴。感

說話的人，沒有耐性的。話少的人會釣魚，所以他一定要一網下去有

謝主，什麼時候你沒有話，什麼時候你為自己沒有話，主的話就從你

好多魚才可以。現在你要釣一條魚，你等到什麼時候那條魚剛好含一

身上流露出來了。感謝主，彼得學了美好的功課。

點東西，而且那個東西剛好是一塊錢。那一天你可以想像到彼得學一
個什麼樣的功課了。
你看看這麼大的加利利海，雖然我們知道在迦百農附近，一直到
今天在地底下有這個溫泉的。所以在加利利海裏面，許多大的魚就往

所以等到五旬節的時候，他一站起來，他的口就變成金口。當他
張開他的金口的時候，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弟兄姊妹，這是什
麼故事呢？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這就是馬太福音所要給我們看見的。
但是感謝主，那個臉是四張的臉。有獅子的臉，這是馬太福音。

迦百農游的，所以最後他終於釣到那條魚，所以大家叫這個魚叫彼得
魚。如果你今天到加利利海的話，你還可以吃到這個魚的。
那這是什麼故事？

馬可福音–– 主耶穌是神的僕人
現在你如果讀到馬可福音的時候，你看見馬可福音給我們看見主

主到底怎麼教導彼得的？原來在那一地帶有一種的魚，就是我們

耶穌是神的僕人。弟兄姊妹，他一面是殷勤的，所以在馬可福音裏面

所說的彼得的魚。這種的魚當小魚還沒有長大以前，牠是把小魚含在

立刻、立刻……，一共說了四聲。天上有一個命令，地上立刻就有順

嘴巴裏面的，所以牠平常孩子沒有大以前，牠是這樣的讓魚游進來、

服。當你順服遲緩的時候，你就不順服。我們今天也作神的僕人，我

游出去，牠這樣來保護牠的小魚。等到有一天孩子都長大了，所以牠

們也事奉神，但是我們是不是立刻、立刻、立刻順服呢？你如果讀馬

裏面就沒有小魚了，但是因為牠習慣了，沒有小魚牠也是這樣含著，

可福音前面四章，你稀奇的很，這四章好像我們主的工作日記一樣的。

也是這樣的。所以如果牠看見汽水瓶蓋子掉下來的話，牠一定就抓過

祂忙到一個地步，幾乎連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來的，所以如果牠看見一個舍客勒，牠也是這樣含下來。弟兄姊妹，
這是什麼意思？這個魚是大嘴巴的，因為牠大嘴巴，所以牠能含那麼

一、憔悴的臉

多魚。那不光這樣，就是魚沒有了，牠還是個大嘴巴。所以主讓彼得

弟兄姊妹，講到神的僕人，這是這個以賽亞五十二章告訴我們的：

看見，你說：
「納。」證明你是個大嘴巴，你管不住你自己。但是現在

「祂的面貌比別人憔悴，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人見到我們主的時

等到你真的釣到那條魚的時候，他學了功課。

候，其實主耶穌才三十多歲，但是許多印象祂已經五十歲了。祂實在

弟兄姊妹，彼得不能大嘴巴。尤其有的人說彼得是教會頭任的教

是忠心的僕人。祂任勞任怨受了多少的痛苦，所以在祂的臉上就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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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許多的痕跡。弟兄姊妹，當你讀馬太福音的時候，你看見我們的主

見祂在世界、在田裏面來作神的僕人，同時祂在家裏面服事那一些門

那個臉是獅子的臉，祂臉上居然帶著唾沫，他們居然遮蓋祂的臉，他

徒們。所以祂有兩個範圍，一面祂在家中服事，一面祂在世界裏面服

們打祂的臉，這是君王。當你讀到馬可福音的時候，你從第一章讀到

事。祂就告訴門徒說：
「只是在你們中間，不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

第十六章，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見那個臉是憔悴的臉。

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因為我們的主是為大的，所以祂在神的

我到今天我看過兩個人，我會嚇一跳的。我見到他我以為他是七

家中，在門徒中間來服事他們。主為什麼說你們要作你們的用人呢？

十幾歲的人了，結果一個人是四十多一點點，一個是五十幾歲多一點

因為主要我們模成祂的形像。祂怎樣在家中服事，我們也怎樣在家中

點，這就證明說這兩個弟兄他們的一生是不平凡的一生，你從他們的

服事。

臉上你可以看出他們的一生來。許多作媽媽的，沒有結婚以前都是大

然後主說：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這個

小姐，所以每一天晚上一定要睡足八個鐘頭，不睡八個鐘頭，明天皺

眾人指著世界所有的眾人說的。所以弟兄姊妹，主一面在家中事奉，

紋就很多了。你看看許多的母親，特別是年青的母親，哪一個母親不

一面在世界裏面事奉；一面就好像我們今天一樣，一面我們在神的家

愛美麗，但是為著她們的兒子，臉上帶著許多的痕跡。

中事奉。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我們來到世界裏面去搶救靈魂。感謝
主，主給我們看見，我們要為大，我們就要作弟兄們的用人。我們如

二、好像牛一樣
當你讀馬可福音，從第一章一直讀十六時候，你看我們的主給人

果要為首，我們就要作世界的僕人。感謝主，你看見我們的主就這樣
的給我們看見祂怎樣，這個牛要怎樣在田裏面。

的印象就好像牛一樣的。馬可福音總共十六章，前面十章，給我們看
牛在田裏面；後面六章給我們看見牛祭壇上。神的僕人乃是事奉神的

二個瞎子

人，他的工作的範圍當然在田裏面；但是最高的事奉，乃是在祭壇上。

但是感謝主，不光我們的主是如此，我們的主也要我們像祂一樣。

我們的主給神最高的事奉，祂把自己擺在祭壇上，然後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在馬可福音裏面有兩個瞎子，一個瞎子是在約旦河近加利利海的

今天許多時候我們事奉神，我們非常忙碌，我們一天到晚在田裏面，

那個地方，還有一個瞎子是在約旦河近死海的那個地方。加利利海代

我們的故事只有前一半沒有後一半，但是主要我們模成的祂的形像。

表生命，死海代表死亡。你看見約旦河就穿過這兩個海，在兩個進口
的地方，你碰見兩個瞎子；而這兩個瞎子，每一個瞎子都是代表這些

三、祂在神的家中及世界中工作

門徒們。主給你們看見，你們就像他們一樣，主要開他們的眼睛，只

前面十章，一面你看見我們主在世界裏面，你看祂醫治許多生病

有主開他們的眼睛，他們才知道怎麼來事奉神。結果在第一個瞎子的

的人。這個世界有需要，這個世界生病，這個世界被罪污染了，祂來

那裏，那裏的問題是餅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帶餅；結果就變成問題

了乃是要尋找罪人。祂作罪人的救主之前，祂先作他們的朋友，你看

了，主說：
「你們還不明白嗎？」祂用五個餅兩條魚叫五千人吃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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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四千人也是七個餅叫許多人吃飽了。主說：「你們還不明白嗎？」

一生的功課，終於現在葡萄酒在杯子裏面了。但是不要忘記，一個真

在田裏面，你們被撒在世界裏面，終於麥子成熟了。

正模成神兒子形像的人，最後你看見是那個杯。一個事奉主的人，不

現在問題在哪裏？今天你不能把麥子給別人吃的，這個麥子要變

是問他喝了多少的酒，乃是他倒出多少酒；因為事奉的生命是傾倒的

成餅的。所以在五個餅兩條魚那個神蹟裏面，主說：
「你們給他們吃。」

生命。所以當保羅把酒祭傾倒出來的時候，這就是我們的主怎樣最後

在四千人的神蹟裏面，主說：
「你們有多少餅？」弟兄姊妹，現在你明

那個牛在祭壇上。

白嗎？這兩個神蹟是在主耶穌所行三十五個神蹟裏面，惟一的兩個神

所以但願主開我們的眼睛，主怎樣，我們也怎樣；主在地上怎麼

蹟是門徒們也參予的。什麼叫作事奉？主也有一個神蹟，當主動祂指

服事神，我們也怎樣來服事神。一面在田裏，一面在祭壇上。我們能

頭，神蹟就發生了。每一個工作都是神蹟，有的神蹟，門徒看看，這

不能在神面前有個最高的事奉呢？我們是不是把自己已經奉獻給主了

兩個神蹟，他們是完全參予的。主要給他們看見，你們不能只把麥子

呢？一生，主在我們身上雕刻和祂的工作，最後要傾倒出去，這是馬

給別人，這個生命是成熟的，但是只有餅能夠餵養人。所以前面十章

可福音的故事。

是那塊餅。如果我們今天能服事人的話，這個麥子要磨成粉的，然後

與基督聯合

經過油，經過烤的。這個乃是十字架的工作。油當然代表聖靈的工作，
所以你看見他們眼睛是瞎的，他們看不見。與神同工，能夠在基督的
神蹟裏面有份；神叫我們身上有個目的，乃是那塊餅的。
到了約旦河快流到死海的時候，我們看見又是一個瞎子，那這個

那麼我們怎麼能模成主的樣式呢？主告訴我們怎麼作？祂說：
「我
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
得享安息。」弟兄姊妹，祂又說：
「我的軛是容易的，我的擔子是輕省

時候我們的主對他們怎麼說呢？主說：
「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

的。」我們的主為什麼講軛呢？你知道軛都是放在牛上面的，主說：
「你

弟兄姊妹，後面六章，給我們看是杯的問題。你拿什麼來事奉神呢？

要負我的軛。」

我們的主最後把祂自己擺在祭壇上；祂作燔祭，也作了贖罪祭。

我們怎麼模成祂的形像呢？我們如果是牛，一定是野牛，所以如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能作什麼？我們就像保羅所說的，他說：
「我

果今天我們來作工的話，都是我們的意思來作工的。那整個農夫的田

現在被澆奠，我離世的時候到了。」什麼叫作酒祭呢？就是當舊約的

就都被我們糟蹋掉了，你知道我們這些所謂的工人不知道糟蹋了多少

祭司獻上祭物的時候，祭司要把一杯的葡萄酒，倒在那個祭物上面，

主的田地嗎？我們一定要被模成祂的形像，所以什麼意思呢？主說：

這個就叫作酒祭。保羅說：
「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你要負我的軛。」主把自己比作牛。但是我們這些又野又嫩的牛，

活著。」基督的形像是牛的形像，所以保羅與基督同工。弟兄姊妹，

所以我們需要同祂一同來負祂的軛。看見沒有，當我們一同負這個軛，

等到他要殉道的時候，他說：
「我被澆奠離世的時候到了。」保羅像葡

一同耕田的時候。那起頭啊我們一定要照我們的路來走，結果我們不

萄一樣，他最後葡萄成熟了。但是結果這些葡萄經過酒醡，保羅學了

順服，但等一等你看見那個老牛卻是順服的。他越看見祂，祂心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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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謙卑。所以當我們這樣負軛的時候，我們就學祂的樣式，本來沒有

最近從印度剛好回來了一個傳教士，他也是末期的病人。但是不一樣，

安息的。我們到處作工，連特別聚會也是我們作工的場合。所以弟兄

在病床上，你好像看見天使的臉一樣。所以忽然間他們想了一個辦法，

姊妹，你看我們野不野，像那個牛一樣？但是感謝主，主愛我們，把

他說：我們有辦法，每一個新來的病患，一定把他的病床放在那個傳

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所以祂就讓我們來和祂一同來負軛。

教士病床的旁邊。一開始他們也是呼天喚地的，但是看看旁邊的那個

這是什麼意思？這就給我們看見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那個秘決乃

人，臉面充滿了笑容，非常的安靜，所以慢慢地他們也安靜下來了。

是與基督聯合。許多的奧秘派告訴我們，你要與神聯合的話，神是高

弟兄姊妹，這就是我們與基督聯合的秘訣，這就是模成神兒子形像的

高在上，你是底底的在下；你要爬一個樓梯，最後你終於與神聯合了。

秘訣。保羅是這樣學基督的。

保羅怎麼說：
「我們蒙恩得救的時候，他已經把我們放在基督裏。」在
腓立比書他說：
「我把萬物都當作有損的……，為要贏得基督。」下面

路加福音–– 主耶穌是人子

接著說：
「並且得以在祂裏面……。」弟兄姊妹，他不是已經在祂裏面

路加福音給我們看見主耶穌是人子，祂不光是人子，而且祂是完

了嗎？但最後怎麼說得以在祂裏面呢？所以他是從與基督聯合到與基

全的人。你知道聖經中惟一的外邦人寫新約的就是路加。路加福音多

督聯合的；他的起點是與基督聯合，他的終點也是與基督聯合。那些

半是為著希臘人的，希臘人他們講究完美主義，他們要找、他們的目

講奧秘派的人，有奧秘經歷的人，開始是我這個人，然後最後我與神

的就是希望能是一個完全的人。你問他們：什麼是完全的人？他說：

聯合了。這樣來模成神兒子的形像。那這樣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就變

這完全一定哲學家，他同時是詩人，他同時也是運動家，他也是祭司。

成我們的成就了。不是的，弟兄姊妹，你看見沒有？我們一開始就是

所以什麼他都是，所以他要找這樣一個完全的人。

與基督聯合的，因著我們與祂聯合，我們學祂的樣式，我們心裏就得

現在路加有一個見證要作了，他要告訴整個的希臘世界，你們一

著安息。我們現在知道怎麼來事奉神。在這裏給我們看見，如果有一

直所要尋找的那個完全的人，在地上是不可能找到。但是我找到了，

天我們能事奉神，好像我們的主事奉祂的神一樣。這不是我們作的，

我是醫生，所有的醫生都是觀察生命的。醫生看見一個生命剛剛生下

這是與基督聯合的結果。所以與基督聯合不止是目標，事實上就是起

來，然後看見一個人慢慢日落西山，慢慢地老去。弟兄姊妹，他知道

點，祂的能力就是我的能力。感謝主，你看見嗎？因著這個緣故，你

這個生命是怎麼樣一回事。現在他有一個報告，這就是路加福音了。

看見這些小牛就學習了順服的功課，學了安息的功課。

路加福音要給我們看見，看見什麼呢？就是主耶穌是個完全的人，那

從前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在英國有一個療養院，專門是為著末期

個生命是完全的生命，祂是百分之百的人。祂從搖籃開始，馬槽就是

病患的人。你知道末期病患的人脾氣都是不好的，他已經沒有幾天了，

祂的搖籃，一直到祂成長，沒有一個人能像路加福音一樣，能把主耶

所以他儘量發洩他裏面的不滿意。所以一個新的病人來，他們很頭痛

穌的一生，從降生一直到升天描寫的這麼清楚的。

啊，都是呼天喚地的。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後來他們想了一個辦法。

祂因為是完全人，所以祂是完全地成長，一點都沒有錯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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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現在你看見嗎？這就是我們的主，所以當你讀祂的故事的

但是等到後來孩子長大以後，他告訴你這是十個、這是二十個。假定

時候，整個路加福音可以變成三段的，因為代表主耶穌成長的三個階

我是猴子，假定我是猩猩，這裏有一個人，你看眼睛鼻子都差不多的。

段。講成長是指著祂是人子說，神的兒子一開始就是榮耀的，神的兒

生下來的時候，我們的 IQ 是零，但是好幾年以後，科學家告訴我們說，

子一開始就是豐滿的。在神的兒子的觀念裏面沒有成長這個東西。但

同樣是兩個耳朵中間的，人的腦子像宇宙那麼大，猴子遠遠地趕不上

是弟兄姊妹，你看到我們的主來到地上，你看見嬰孩怎麼成長，主耶

的。

穌也怎麼成長，只是祂沒有犯罪。弟兄姊妹，這裏有個完全的人，祂

我們的主一生下來，是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這就是

成長經過三個階段。你怎麼知道經過三個階段呢？因為兩次天上有聲

記號。然後感謝主，你看見聖經告訴我們說：
「耶穌的智慧和身量就都

音說：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所以自然就把祂一生就分成三

一齊增長。」祂十二歲的時候，祂在殿裏面一面聽一面問，祂要明白

段了。三十年是一段，隱藏的三十年；然後結果纍纍的三年；然後最

聖經，祂要一面聽一面問。如果神的兒子就不必這麼麻煩了，祂把那

後十字架的道路半年，這就是我們主的一生。但是請記得，三十三年

聖經放在祂腦子裏就掃描進出了，其實連這個都不需要，祂是神的兒

半的一生，主耶穌三十年是「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甘

子。

地。」那一段的生活是隱藏的生活。

什麼叫作謙卑？主耶穌滿了神兒子的榮耀。十二歲的時候，你看
不見那一面的榮耀，你看見這裏有一個生命在那裏成長，他一面聽一

三十年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

面問。

弟兄姊妹，祂怎麼成長的？聖經告訴我們說：
「你如果看見一個嬰

後來十八年，這十八年作什麼？聖經告訴我們祂是個木匠，聖經

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基督。」他們要找主基督，主基督是

也告訴我們祂的父親也是木匠。就著神的兒子來說，祂創造了所有的

怎麼一回事呢？你只要看見嬰孩，是包著布，是臥在馬槽裏，那就是

生命，每一棵樹都是祂創造的。但是當祂是人子的時候，當祂拿鋸子

記號了。我們的主生命是從馬槽開始的。

的時候，祂要看約瑟怎麼作，祂也怎麼作。這是何等的謙卑，祂既成

你知道不知道一個嬰孩的 IQ 是零的？牛就不是，鯊魚就不是；這

了人的樣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你看見嗎？祂裏面就是神，祂

個牛一生下來啊，牠的 IQ 就很高，牠可以站起來吸媽媽的奶。如果嬰

不需要來作這些事。不要忘記，祂怎麼作神的兒子；你看祂怎麼作人

孩第一天就站起來，媽媽一定暈倒了。這個鯊魚一生下來就是滿嘴牙

子，祂藉著人子來作神的兒子。活在神面前是神的兒子，祂不止聽天

齒的；你相不相信，如果一個孩子一生下來就滿嘴牙齒，媽媽又暈倒

上父的話，祂怎麼聽的？祂怎麼聽約瑟的話，就怎麼聽神的話。所以

了。嬰孩他的 IQ 是零，這就是人為什麼人是萬物的之靈。弟兄姊妹，

後來祂怎麼說呢？「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不能做甚麼，

你看見沒有？過了幾年以後，你和猴子比一比，不能比的。兩堆的花

惟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做。」祂從哪

生米，那猴子告訴你說：這個多一點少一點。你問牠幾個，牠不知道。

裏學這個功課？你看見嗎？祂看見約瑟怎麼拿鋸子，祂也怎麼拿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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醡，十字架不止把救贖給我們；經過十字架，那個生命也分給了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這就解釋了最後半年主耶穌所走的路。

結果纍纍的三年
所以三十歲的以後，你看見祂顯在人中間的時候，祂真是結果纍

最後的半年–– 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纍。結果天上有聲音說：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到這個地步，

然後聖經告訴我們說，當我們的主走最後的路的時候，說：
「耶穌

祂居然取了人的樣式；祂就自己卑微。什麼叫作自己卑微？祂明明是

被接上升的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路撒冷去。」這裏我們看見人的

神的兒子，應該讓人看見的，祂自己卑微。

臉了，祂可以升天的，存心順服，已經滿足了神旨意。祂在變化山上，

我們從前在台灣的時候，碰到一個在政府裏面很高的官員，他是

祂揀選了十字架；當祂揀選十字架的時候，祂走在前頭，祂對門徒說：

我們的弟兄，結果有很重要的事情他們要找他們的主管，結果他們在

「我們上耶路撒冷去。」弟兄姊妹，祂的臉是向著那個壓酒池的。那

聚會的地方終於找到他了；他們看到他，他們完全嚇壞了，他們的弟

裏不止要完成救贖的工作，祂也把這個葡萄的生命供應出去。親愛的

兄在那裏掃地的。你看他是個很高的官員，但是在弟兄姊妹中間，我

弟兄姊妹，這個榮耀是人子的榮耀。所以請記得最後半年的道路，是

們看不見，完全看不見，這叫什麼？這叫作謙卑。

從路加福音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的路。感謝主，最後我們的主為我們

所以我們的主是作人的樣式，自己謙卑，存心順服。終於在變化

經過壓酒池，最後為我們升到天上去。

山上，你看見祂顯出祂的榮耀來；那個榮耀是人子的榮耀。生命從裏

神成為人，是要叫人成為人中人、人上人。神的目的要我們作一

面長大了，祂就著生命來說成熟了；就著工作來講，完成了神的旨意

個人，就像當初神創造我們原來的旨意一樣。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作

了。祂可以回到父那裏去了，祂可以升天了，所以祂和以利亞跟摩西

我們的救主，祂的十字架原來是一棵樹，那棵乃是我們的生命樹。弟

談到去世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祂能不能出去？祂沒有出去。為什

兄姊妹，感謝主，因著這個緣故，現在我們能夠作人。不要忘記，我

麼？聖經怎麼說呢？「祂是存心順服，以至於死。」弟兄姊妹，如果

們的主來到地上作人，你越是基督徒，越像人；有的人越作基督徒，

祂升天，祂可以順服，祂不需要死；祂已經到了最高的點了。但是弟

越不像人。倪弟兄曾經說過，他說：
「這樣有的人地上找不到，連天上

兄姊妹，為著你和我的緣故，為著神旨意的緣故，祂從黑門山，變化

也找不到。」你稀奇不稀奇呢？感謝主，如果我們今天模成神兒子的

山一直降卑、降卑、再降卑。經過了約旦的河谷，約旦就是降底的意

形像，你是更好的丈夫，你是更好的妻子，你是更好的兒女。為什麼？

思，一直降底、降底、降底，最後到了各各他山上。

主說：
「我們上耶路撒冷去。」主沒有說祂只是一個人去，祂走過的路，

當祂在變化山上的時候，大概是住棚節的時候，是葡萄成熟的時

我們也要走的。你怎麼作人中人，怎麼作人上人？你的臉要往什麼地

候，我們的主真像葡萄成熟了。但是弟兄姊妹，祂揀選一條道路，那

方看，我們的主是面向著十字架，沒有一段聖經像路加福音九章到十

條道路就是有一天，祂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旨意。十字架乃是那個酒

九章講十字架的道路。這條道路的結果，是叫我們更像人的。感謝主，

第二講 逐漸改變達到榮上加榮 143

這就是路加福音。

144 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這個生命是個超越的生命，因為在約翰福音裏面，形容我們的主的時

那麼路加福音給我們看見這個路是什麼路呢？路是非常簡單的，

候，祂說祂是從天降下、仍舊在天的。請記得這是老鷹的生命。老鷹

因為這裏給我們看見主耶穌是從馬槽開始，最後達到寶座。這是祂成

從天降下，牠速度快得很，等一等你看見牠仍舊在天上。所以弟兄姊

長的軌跡，成長的曲線。我們的人是橫著進來，橫著出去的。所以中

妹，這是個老鷹的生命，是個超越的生命。感謝主，整本的約翰福音，

國人要記 Hospital 這個字很難記，所以想了個辦法，我死必到，我死

就給我們看見主耶穌神的兒子，祂給我們的生命是升天的生命。不止

必到就是 hospital。所以這是什麼意思?你是橫著進來，你是橫著出去

是復活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這就是整個約翰福音要告訴我們的。

的。但是不要忘記：人子，一個完全的人，是橫著進來，垂直出去的。
祂的起點是馬槽，祂的終點是寶座，不過其中經過十字架，這是我們

二、父懷裏的獨生子

主成長的道路。如果基督在我們裏面活，祂怎麼活我們也怎麼活，祂

那麼你怎麼用兩把鑰匙來解開這一本的書呢？第一節聖經：
「從來

怎麼成長我們也怎麼成長。如果馬槽代表生命的話，生命從那裏開始

沒有人看見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來。」這裏有個字

的話，寶座當然代表性格：王子的性格。

叫作 bosom，叫作懷。在整本約翰福音裏面只出現兩次，這就是兩把

所以這裏給我們看見，我們怎麼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呢？第一，你

鑰匙。第一把鑰匙，主耶穌是神的獨生子；不止是獨生子，祂懷了個

要給神時間才可以，我們的主給父神三十年的時間，三十三年半、三

獨生子。因著祂在父的懷裏，祂住在父裏面，父也在祂裏面。結果祂

十年的時間。弟兄姊妹的，結果那個基督的性格，就在祂的身上養成

有一個表現，祂就把父就表明出來了，結果人在兒子的身上就看見父

了。第二，給我們看見，今天基督的生命，經過性情，怎樣養成性格。

的榮耀。這是一把鑰匙，但是不要忘記，這卷的福音書，一面是客觀

你看見主怎樣，我們也怎樣。從生命開始，從零開始，經過十字架的

的，一面是主觀的。還有一節聖經：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

工作，結果那個基督的性格就養成功了。感謝主，這是什麼呢？這是

身挨近耶穌的懷裏。」弟兄姊妹，這是另外一把鑰匙。約翰代表你和

路加福音。

我，在主耶穌的懷裏面，你看見兩幅圖畫嗎？子在父的懷裏，當我們
模成神兒子形像的時候，我們就在主的懷裏。因著在父的懷裏，子住

約翰福音–– 神的兒子
一、老鷹的形像
最後我們來到約翰福音。我們不可能詳細來看，只能蜻蜓點水似

在父裏面，父也住在主裏面。因著我們在主的懷裏面，所以主說：
「你
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要住在你們裏面。」那個結果是什麼？結果不
知不覺的就把我們這一位主表明出來了，這是整本的約翰福音。

的。所以因著這個緣故，我們點一下就完了。年青的弟兄姊妹，你們
需要用一生來讀四福音的，因為我們需要一生讓我們來被模成神兒子
的形像。當你讀到約翰福音的時候，神的兒子乃是老鷹的形像。所以

三、住在主裏面
現在我們看見模成神兒子形像有條道路的，這條路是什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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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主裏面，在主的懷裏。弟兄姊妹，一面是客觀的：神的兒子。祂

就要像什麼。所以但願主恩待我們，給我們看見，今天主的形像，也

說：
「我、我、我、我……」一百二十次。祂說：
「父、父、父、父……」

是老鷹的形像。神的榮耀乃是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我們這樣模成祂

也是一百二十次。
「父與我原為一體。」感謝主，這本書給我們看，祂

的形像。

的確是神的兒子，祂的確是老鷹。但是不要忘記，祂如何，我們也如
何。感謝主，這就是為什麼我們今天能活出基督來。那條路在哪裏？
不止十字架的路，乃是與主交通的路。你住在主裏面，主的話也在我
們裏面，主的愛也住在我們裏面。我們就模成神兒子的形像了。

哦！祢這隱藏的愛
末了，我們說一個實在的故事，剛才我們開始唱一首詩歌叫作：
你這神的隱藏著愛。這首詩歌，我如果沒有錯的話，應該是衛斯理約

不止這樣，在所有神所創造的萬物裏面，神替老鷹給了個特別的

翰最喜歡的一首詩，恐怕也是倪柝聲弟兄最喜歡的一首。無論是英文、

眼睛。我們如果用我們的肉眼來看太陽的話，我們一定瞎的；所有的

無論是中文，光從文學的角度來看，都是優秀的作品。但是更重要的，

動物用眼睛看太陽，一定瞎的。但是老鷹的眼睛，牠可以直接看太陽，

為什麼這首詩歌感動了許多的人？因為這首詩歌的作者叫特斯替根

牠不瞎的。我們的主在父的懷裏，當祂瞻仰父的榮耀的時候，祂眼睛

(Tersteegen)。他是個德國人，他是生長在萊茵河附近的，他非常的愛

不瞎，祂可以瞻仰父神的榮耀。這就是秘決了。我們主是怎樣瞻仰父

主，他是所謂敬虔派裏面的一個人。你想到他，就想起辛辛道夫；你

神的榮美？我們好像小鷹一樣，結果我們在主的懷裏，我們能瞻仰祂

想到辛辛道夫，你就想到特斯替根。

的榮美。所以，現在你看見說：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見主的榮
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狀，榮上加榮。」

他這裏說：
「哦，你這神的隱藏的愛。」神的愛怎麼是隱藏的呢？
因為在特斯替根的身上，他有五年之久，他真的好像看不見神的臉面；

你還記不記得我們讀的一段聖經？「主若顯現，我們必要像他，

神的愛好像隱藏了。我不知道是不是他那個時候寫了首詩歌，但是我

因為必得見他的真體。……」現在你終於看到祂真的面貌了。你怎麼

相信是後來他寫這首詩歌。但是不管怎麼樣，那個經歷是他真實的經

像祂，因為你看祂。你只有老鷹的眼睛，你才能看祂，當你看祂的時

歷。他非常的愛，非常的單純，所以他找職業的時候，他要找一種職

候，我們自然就模成祂的形像；榮上加榮，變成主的形像。

業是與神交通最親密的。所以他終於租了一個房子，他買了個織布機，

這就是為什麼許多夫妻結婚好久了以後，丈夫像妻子，妻子也像

他覺得織布的時候是與神交通最好的時候。所以一面他把聖經打開，

丈夫，我們說這兩個臉是夫妻臉。為什麼呢？二十年、三十年，你看

一面打開他的織布機，從早上五點一直織到晚上九點鐘。他一天只吃

我、我看你，我的小動作、你的小動作，你通通學會了。

一頓，他的家裏很有錢。那看他過這種生活，他們看不過去；所以後

怎麼模成神兒子的形像呢？整本約翰福音給我們看見：我們應當

來就不理他了，連生病也不理他。所以就在那個時候，他經過了五年

在主的懷裏，像主在父的懷裏一樣。年青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看太多

的時間。後來他告訴我們說，他說其實我們的主在地上是隱藏三十年

的電視的話，你的兩個眼睛都變成長方形的了。弟兄姊妹，你看什麼

的。他覺得他所學的功課，就好像主所經過的那個功課一樣。結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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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過去了，感謝主，他得著釋放了，結果他回到家裏，他重新把自己

樣，我就很滿意了。」那個時候許多人去看他，他怎麼說呢？他說：
「今

奉獻給主。當他奉獻的時候，他寫了一封信，這封信乃是和主所立的

天瑪拉基給我講道。」他什麼意思呢？他引瑪拉基書第三章的話：
「他

約。他寫的時候，是用他自己的血寫的。我現在只唸它其中的一段：

來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立得住呢？因為他如

主阿！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永遠，

煉金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他必坐下如煉淨銀子的，必潔淨利

但願祢的旨意不是我的旨意得成。

未人，熬煉他們像金銀一樣。」這就是那節聖經。當這個特斯替根要

你可以命令，可以管理我這個人。

見主以前，他說：
「今天瑪拉基對我講話了。」然後他說他要坐下來，

我是沒有條件的把自己獻給祢。

不是一次就完成了。他仍舊能夠找到一些在我裏面叫我能夠得著潔

我答應祢，靠著祢的幫助和祢的能力，

淨，他就這樣的就到了主那裏去。弟兄姊妹，這就是寫那首詩歌的作

我寧可流著血到最後一滴，

者，這就是為什麼成為 John Wesley 跟倪柝聲最喜歡的詩歌。

我也不肯有意的、故意的來對祢不忠心，

有一次有一個到印度的傳教士叫 Amy Carmichael，她在馬路上看

或者不順服祢。

見一個煉銀子的人，當然這個銀慢慢就溶掉了，這 Amy Carmichael

我非常不配的是祢所賜給的。

就問他：
「什麼時候你的工作才完成呢？」他說：
「當我這樣作的時候，

這是他用血書代表他心裏的心情。結果他三十歲，神在那個地方

我什麼時候能夠在銀色的液體上面，如果能看見我的臉，我的工作就

興起了一個大的中心，許多人需要幫助，所以他沒有時間再織布了，

完成了。」

他果然像主耶穌一樣隱藏三十年。後來工作越來越大了，擔子越來越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的主仍舊坐在父神面前，祂作什麼？祂就像

重，這個政府那個時候不給有聚會的，所以他就弄了個很大的房子，

煉金之人的火和漂布之人的鹼。祂要坐下如練銀子，熬煉我們像金銀

他把所有的窗子都打開了，當裏面唱詩的時候，很多人自然就來了。

一樣。祂什麼時候完成祂的工作呢？什麼時候祂在我們的身上看見祂

他們來，就從他身上得很多的幫助，他的一生有幾千人來到他那裏。

自己的臉？因為神的榮耀乃是顯在耶穌基督的臉上。這就是學基督，

有的人從很遠的地方來，只有十五分鐘，他們得著許多的幫助。

這就是「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不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裏面活。」祂在地上怎麼活，祂今天在我裏面也怎麼活。感謝主，

熬煉的火

但願主把這些話賞給我們。藉著祂自己的話，感動我們的深處。

但是他的身體不好，他一生的身體一直是不好，尤其最後三十年，

年青的弟兄姊妹，你們今天還在人生的早晨，你們要把你的一生

他說他每一秒鐘都是靠主而活著。他覺得什麼時候主都可以叫他走，

獻給主。你肯不肯像我們的主一樣？那麼長時間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

到了最後他得了水鼓病，非常的痛苦。他曾經作過夢，他希望他死的

嫩芽？感謝主，讓主在我們身上工作，藉著十字架的工作，藉著聖靈

時候，像英雄一樣。現在他說：
「主阿，只要我能夠走，像一個小孩一

的工作，讓我們躺在主的懷裏，住在基督裏面，瞻仰祂的容顏。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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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敞著臉的時候，我們要變成主的形狀，榮上加榮。結果別人在我們
身上就看見基督的謙卑，基督的忍耐和和基督的溫柔。當我們聚在一
起，全教會聚在一起的時候，人看見基督的人格。基督的人格就是基
督的形像，就是神兒子的形像。感謝主，但願末了我們能夠像這個
Augustine 說的：
「我恐懼戰兢，我一面也心中火熱。我恐懼戰兢，因
為我不像祂；我心中火熱，因為我像祂。」

禱告
主，我們把這些話交在祢的手裏，如果祢願意使用這些話，安慰
年長的弟兄，也鼓勵年青的弟兄姊妹。但願在這裏沒有一個人從原路
回去，但願這個週末是我們一生特別的週末，也許許多人生下來就為
著這個週末，但我們不止聽見榮耀的真理，也能夠行走在榮耀的光裏。
聽我們的禱告，靠主耶穌基督可愛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