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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弟兄第一講 

 

讀經 

腓 2:15後半-16前半，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 3:12是保羅的自述，中文翻的，『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不太容易體會，英文有

此意，我乃是竭力追求，因為我己經被耶穌基督抓住了，所以我現在要得著基督自己。我現在要抓住

他，得著他。 

 

腓 3:1-8 

腓 1:9-10我所禱告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多，叫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美

好的事)，有英文翻譯說揀選更美的事。 

腓 1:20-21 

腓 3:15後半，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也可翻成，神也必將這件事啟示給你們。 

腓 1:1-2保羅問安，在監寫給腓立教會，給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關乎教會生活，神對教會

的託付，就是事奉 

 

保羅的意念 

願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此盼望是給每一弟兄姊妹，也給教會，太 5:『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鹽』每一個人是發光的人，教會

是燈台。關乎神的旨意，裏面生命的性質，發光的生命，外面功用的表現，將生命的道向彎曲悖謬的世

代顯明出來今日世界充滿和種道理，學說，風氣，教訓，作法，在神眼中看都是彎曲悖謬，原諒我，有

大學教授說那我把彎曲悖謬的東西教學生，乃是在這些點不能把神的生命顯出來，彎曲乃人把神的旨意，

話語變成人的旨意，人的話語，把造物的主變成今天受造的事物，很多說法是叫人離開神。人類科技，

知識愈發達，離神愈遠，不能張顯神造人要人所彰顯的榮耀。 

 

保羅在腓立比書說我們蒙恩得救後要在神面前顯出神救我們的旨意，救我們在我們身上的救恩目的乃

是他把生命賜給我們這生命是發光的生命，這生命發光功用是把人引到神面前，把生命的道彰顯出來

給人看。這是每一蒙恩得救兒女生命的性質和功用。同時教會作為神兒女的聚集，在人看可能是宗教

團體，但不是，教會在地上的性質乃是光，功用乃是彰顯基督的生命。 

 

常唱詩歌主耶穌是太陽，今天神的兒女不是光，而是月亮，教會是月亮，返照太陽的光，奧古斯汀寫的

一首詩歌就這樣描寫，好像我們本身不會發光，是的，在墮落的人性裏已失去神的榮耀，是不會發光。

人性有人的光輝，也有美好的事物，但是那光是人間的光，是受造的光，不是神的光。但我們蒙恩得救

後神把其愛子的生命，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每一個人作我們的生命，生命在他裏面，這生命就是光，就

是人的光。我們蒙恩得救怎樣有確據我是蒙恩得救，我發現在我裏頭有光，我以前看不見自己黑暗的地



2 
 

方，現因著接受主耶穌，耶穌基督進來，我裏頭看見，所以有人會去認罪，有人會去道歉，在教會中碰

到人得救就是如此。在波特蘭，一年青弟兄，在 Intel，讀書就信主，但有事就不來，一年去參加特會，

有一天下午，丁榮施弟兄交通講了三個點，生命之道，恩惠的話語，忍耐的道，講生命之道講其重生得

救經歷，講認罪向母親偷了錢，那位弟兄聽到此時，主的光臨到他，他在底下眼淚，不住的流，聚完會

就回到房間跪在主面前禱告，這叫作光。 

 

所以保羅說今天每一蒙恩得救的兒女，和神之教會，奉主名的聚集向世界是一發光器皿，所以在原文

說你們好像明光照耀，應翻為“發光器皿”，今天晚上能到主前說“你是我的光”我是個器皿，要主

的光照出來，先照在我自己身上，改變我，先照在我自己身上蒙恩典，蒙拯救。 

 

保羅講到我們為發光的器皿，發光作什麼?要把生命之道彰顯出來。 

 

新約聖經二卷書講到生命之道，第一卷即腓立比 2:16生命的話語，第二是約翰一書第一章第一節論到

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同一字，生命的話語，主耶穌在肉身中 3年多公開事奉，講到神國，天國，主的教

導，對當時跟隨的門徒有一領會，就連群眾也有評價說此人講話不一樣，不像文士，祭司，也不像法利

賽人，因他的話平易近人，但扎人的心，帶著權柄，門徒留下很深印象，約 6章主講到我的肉是可吃，

血可喝，好多人說此話難懂，不合情理，人就離開，主對門徒說你們也要離開我嘛?彼得說“你有永生

的話語，我還跟從誰”可見主的教導在門徒產生深刻影響，不是理論，學說，方法，規條。法利賽人

坐在摩西的位子上把律法當規條，要求神之百姓，自己一個指頭也不動，主不是如此，主說我的話就是

靈，就是生命，話摸到門徒深處，帶來靈裏生命感覺，啟示亮光，藉此話認識看不見的神，生命藉此話

可活出來，可經歷話語的能力和實際，有人遇見難處，得了絕症，在人沒有希望，到主面前好好禱告，

敎會也為他好好禱告，不是說主你要成全我們的要求，乃是跟主說請你向我們說話，你對這件事你的旨

意，你的話是什麼?當主說話時這人就活過來了。短短事奉主 36年內看見好多弟兄姊妹這樣經歷主。主

的話是生命的道，就是靈，是生命，帶著能力，帶著復活的大能。不僅如此，主復活升天後，聖靈降下，

門徒領受父所應許的聖靈，在聖靈裏得著基督作他們的生命，就開始在裏面跟隨基督，外面人看出來，

這些都是無知的小民，但他們話有了智慧，也有權柄，他們話帶來了結果。等使徒約翰年老時他寫他跟

隨過的主耶穌就是生命的話，這是何等大的啟示。今天讀約翰福音，許多哲學家都覺得這個話怎麼說的

出來，中國古時老子很有哲學味，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是什麼?他還是不知道，但約翰看太初有道的那

個道，那個話叫生命的話。今天保羅講到將生命之道彰顯出來不僅僅是主耶穌曾說過的這些人可聽得

懂的言語而已，而是那位說話的主，那才是真實，要把活的基督向世人表達出來。這就是光在我們裏

頭的目的，在我們裏面的功用，弟兄姊妹你裏頭已經有光，每一個重生得救的人要常常活在光裏面，

常常經歷這光帶給我們的，先是照亮我們，興奮我們，再帶給我們極大祝福，喜樂，這是保羅告訴我

們和教會在這世上裏面的性質和外面的功用。 

 

這是這次我要交通的主題，在新約裏有人碰見主耶穌，其生命就改變，約 4章的撒馬利亞婦人，她那一

天碰見耶穌，第一她覺得主耶穌是猶大男人，怎麼可以向撒馬利亞婦人討水喝，這是違反傳統，接著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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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他說先生，我知你是先知，主再講一講，她就丟下水罐去城裏說我遇見彌賽亞了，她人生整個改變，

她以前是活在羞恥，活在隱藏生活裏，她那天遇見光，整個人活在光中，生命是何等奇妙改變。 

 

我們每一個蒙恩得救的人皆是這樣，保羅遇見這光，他生命改變。彼得在變化山上看榮耀中的人子，他

說主啊，我們在這裏搭三座棚，不離開這裏。每一位基督徒常要被題醒活在這光裏，已在主裏遇見主，

主在我們裏面成為光。 

 

這一卷書，保羅是寫給教會，但內容是是寫給自己。腓立比書好像是保羅自己屬靈自傳，他說到他在裏

的生命是怎麼得著的。他在基督裏是如何生活，也因著這生命他在基督是如何服事。保羅是響亮名字，

是了不起的基督徒，在提前他說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但今天我仍是何等樣的人，是因基督的恩典，保羅

被接納，你我也被接納，保羅能跟隨主，你我也可跟隨主，保羅不在肉身中跟隨主，但在聖靈中跟隨主，

中亞至歐洲跟隨主，是因其勞苦。保羅在腓立比不是要人學其勞苦傳福音，因主給人恩賜功用不同，

但保羅生命裏得著基督是每個人皆可得著，所以保羅在腓立比書寫屬靈自傳是把他怎樣在主裏成為一

發光器皿，怎樣把生命之道表現出來那個秘訣，那個緣由，經歷告訴我們，譬如，如打太極奉，外面

劃很容易，但內有果效是裏面要懂得，所以不會是看熱鬧，會看的人是看門道，腓立比書保羅教我們看

門道，用 4堂聚會講保羅如何追求基督。 

 

第一講到目標，1:20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保羅有一從不間斷持續，非常留心

要得著的目標，每一得救兒女都應有這目標。 

 

第二講道路，2:5勸神的兒女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心應翻為思想或意念 

 

第三講追求，3:14保羅乃是忘記背後，努力向著標竿直跑，是竭力追求，有追求的生活。 

 

第四講學習或操練，4:11我並不是己經學會。寫腓立比書是他第 3個 11年的前期，所有公開事奉都已

結束，他在監牢裏等候審判。 

 

人有思想，就不會漫無目的，目標決定方向，帶給人生有意義，決定人生的價值，得多少福分。作文:

我的志向，二個孩子，一個要作救火員，現在是牙醫，人生一下子就過去，無目標就無方向，現在人漫

遊，神愛我們，會要我們無目的過一生?神要把上好目標給我們，蒙恩得救時我們有自己的打算，有人

失戀信主,,,主都接納，因主愛我們，但你信了以後成為兒女，我要教你人生有目標，你願不願意被主這

樣教導，你願不願讓神給你定的目標成為你人生目標，這是保羅身上得著的。因有目標，日子就不一樣，

人生有方向，日子有意義，改行是不易，換跑道，不管你要不要走，肯照著方向向目標去，人生得的價

值是何等地大，保羅在離世前是豪壯的人，提後 4，寫完天就亮了，他就被拉出去殉道了，他說『當跑

的路，我跑了，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如果你沒有目標，沒有以神的目的。為我們的目的，你不會有

這種豪語，確據，把握，如不認識神給我們的目標，我們在地上追求這個，那個，我們在地上就混噩過

了，在地上年歲又少又苦就過了，將來到主那裏去不過是僅僅得救而已。但如我們明白神給保羅他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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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我們也追求，也要得著，那我們在地上年日就得永遠價值，這是上算，最好的投資。你願不願意

同意這事，願主的靈開我們的眼睛，今天我們在世一有對的目標，就要享受基督裏一切的福分。 

 

在第一章保羅講到他是有目標的人，他照著他所切慕他所盼望地沒有一次叫他喪氣，消極，退後，受壓，

感覺羞愧，不敢見人，反而是因有這志氣，目標，他就凡事放膽，讓基督督他身上照顯大。如果今天我

們要求自己的孩子，孩子會說我作不到，爸爸，你作到了嗎?保羅沒信主之前，沒認識耶穌基督是彌賽

亞前，他認為他是個事奉神的人，他是愛神的法利賽人，但是他不是以神的目的作他的目的，他是用自

己意志，宗教情操，道德來追求，但他寫腓立比書時，他不再叫掃羅，而叫保羅，掃羅希伯來文是人人

羨慕，令人羨慕，保羅希臘文是被人輕看，他自己也輕看他自己，保羅為何會變成這樣子，腓 3:12保

羅說『因為我曾經被耶穌基督抓到了』這是屬靈的經歷，保羅還是掃羅時他為了猶太教非常熱心，他看

到司提反被害，他覺得是應該的，他在現場，他幫丟石頭的人看衣服，事情都過了，他這個人還沒過。

他去向大祭司要文書，一個城一個城去抓，最後抓到大馬色，離開猶太人的境界，到外邦去抓那些信耶

穌基督，他認為這樣他是事奉神，他要去抓人，抓那些信耶穌基督的人，他要撲滅耶穌基督帶來的影響

力，他不過是拿撒勒人，木匠，猶太教的叛徒，但就在他去大馬色的路上，那天中午忽然有大光從天

上照在他身上，四面照住他，他就仆倒在地，這個要去抓別人因信耶穌，去迫害別人的人現在他被這

位他迫害的耶穌基督抓住了，怎麼抓住?主耶穌用他復活的榮耀向他顯現。 

 

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經歷，在我們蒙恩得救的年日裏，我們應該有一些里程碑，有的里程碑因為碰到

事情，有的里程碑是想回頭，跟不下去，主啊!我跟不下了，結果主讓我們遇見他，你有沒這種經歷? 

 

主耶穌時代，主活時，門徒聚在耶路撒冷，他們很害怕，有二個門徒非常喪氣灰心，就離開往以馬忤斯

去，他們覺得沒希望了，跟隨的耶穌被殺了，已經被消滅了，所以他們非常喪氣，到以馬忤斯去，結果

有一個人與他們同行，那一天當主與他們同行，講到聖經事情時，他們靈裏火熱，等到晚上要住宿時，

他們留主與他們同宿，主拿起餅來祝謝，他們眼睛明亮，認出主，他們不吃飯，立刻回耶撒冷去。這

講到基督徒的經歷。這經歷是什麼，就是裏面遇見活的基督。 

 

因為我們信的不是一個宗教，我們參加的不是一個組織，不是一個教會的團體，而是得著生命的主，我

們進入的是基督身體，我們乃是基督同證，得勝，頭怎樣，身體就怎樣，這是一個遇見，非常寶貴，重

要。保羅那天被光罩住，他眼睛看不見，他就問，因為有聲音跟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

他說『你是天地的主』猶太人懂這個字，這個“主”他們不隨便用在人身上，他說『主啊，你是誰? 』 

『我就是你所逼迫地拿撒勒人耶穌』保羅想我是逼迫那些信耶穌的人，我沒有逼迫主耶穌，而且我肉身

根本不認識你，但是在保羅心裏，主回答他，你逼迫這些信我的人，就是逼迫我，就是告訴我們說信他

的人和基督是合而為一，這在保羅是稀奇的事。 

 

第二句話，他就說主啊，那我應該作什麼?在他裏面，他看見這位榮耀的主，當我思想腓立比書我感覺

保羅看見主的榮耀，主的愛臨到他，這是個人倒下來，被主的愛折服，不僅主的愛折服他，並且他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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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榮耀裏面，他看見主的美麗。那美麗是什麼?就是被殺的羔羊，這位降卑自己，背負世人罪孽的，

他是神的兒子，他是榮耀造物的主，他居然在服事我這迫害他的人，他看見在這顯現人子中的人性，這

是一個極大的啟示，基督徒在遇見主的經歷裏，主遲早要向我們啟示他自己的美麗，有好多基督徒的詩

歌，與主交通的神兒女們，他們能唱，主啊，你是千萬人中的第一人，我不曉得弟姊妹你在地上年日，

閱歷是不是很多，有的人閱歷多，所以他很會看人，左看就知道這說話是真的，那人說話是假的，但是

你看過很多人很多偉人，他看到天向他顯現的全然不同。 

 

保羅為腓立比教會弟兄姊的禱告，我巴不得你們在全豐富的知識和見識上，你們的愛心能多而又多，

使你們能分辨什是最好的，你們喜愛那美好的事，這是一個眼光的改變，主一顯現，其他的事就失色。

我不曉得怎麼作一個比方，Portland的弟兄大部分都作晶片，IC，有的在 Intel作，有的在 HP作，HP

他曾出過 Tablet但 CEO不管投資多少億，全部取消，為什麼因為別人一看到 iPad II，Tablet就相形失

色，沒有人要用，這不過是人間的競賽而已。但當我們遇見主以後發現人間事物沒能和基督比，這就

是約翰福音第 2 章迦南婚宴管筵席的把所有預備的酒都拿出來喝完了，沒有酒了，然後主讓水變成酒，

管筵席的一嚐為什麼把這最好的留到最後，這酒喝起來不一樣，若是你嚐過基督的滋味，你看過基督

人性表現，我們就知道他是千萬人中的第一人。 

 

我自己在年青時，有一段相當反叛的年齡，我說我很有福氣，小學我就聽過福音，我就接受主，12歲

就受浸，但受浸後從來沒有好好聚過會，因為我聚會那團體比較嚴格，小孩受浸那天可擘餅，以後就不

可來擘餅，我們都在外面看，看裏頭大人在作什麼?所以我不太愛聚會，高中離開家後又有自己的興趣，

喜好，等到人生開始遇見難處，學習禱告依靠主，主在我身上一關一關帶我過來，我知道我的主是真實

的，但我身上要我活出他的樣子，我說主，我作不到，到一個地步我對主說除非你作一件事情，不然我

不在人前承認是基督徒，我的日子到這地步。那時我讀大學二年級的夏天，主就把我帶到一個聚會裏，

年青人大學生的聚會。 

 

一開始服事的弟兄就說我們來這裏是要遇見基督的，我知道你們很多人來這是被邀來的，甚至有被人拉

來的，也有被人騙來的，我就是被我母親和教會服事弟兄把我騙來的，這聚會我希望他們聚會我就出去

玩，等到回家我只要把那主題抄一抄回去交差就好了。沒想到第一天預備聚會，大家一起禱告，那位服

事的弟兄就說如果你是被拉來的，在聚會中想出去玩的話，我勸你們，一年有 365天，我們這個聚會只

有 5 天，所以你還有 360 天可以玩，這 5 天你好好尋求主的面，認真地尋求，怎麼尋求呢?像雅各一樣，

天使來向他摔跤，到天亮，天使要走，他就拉住天使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放你過去，你願不願意這

樣，我那時想說這就是我，我就是要來玩的，但是我希望我能遇見我的主，我希望我能真正的經歷主，

在那一次聚會裏，在最後一天，我覺得主沒有聽我禱告，我就離開聚會廳，走出去，就在我跨過門坎時，

主就在我裏面說話，主的話真是生命的道，他把我光景說出來，並帶著能力，我那天晚上有一決心，別

人都回去，我留在聚會廳裏禱告，那天我一跪下來，主就讓我遇見他，當我今天每一次遇見任何的難處，

任何的失敗，我就回到那個點，我就懇求主照著那一天晚上給我的恩典向施憐憫，抓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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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那天中午被復活榮耀的主抓住，今天很多神的兒女用手去抓主，但是我們不願讓主抓住我們，

為什麼?我們用手抓主，主你來滿足我，但主向我們要一點什麼的時候，我們說主我的時候還沒到，不

方便，過幾年，下一次吧，另外一個機會，我們常常這樣，在保羅的身上，那天復活榮耀的主向他顯

現，這是一個極大的啟，英文啟示叫 revelation，這個啟在他身上產生一個革命性轉變，這個革命性轉

變叫 revolution，把以前的掃羅整個革掉。 

 

第二年夏天我再去參加特會，大三時，會後有一個問題解答，有些人喜歡問問題，有人問我們聚會，年

長弟兄禱告又長，又把持事情，什麼事情我們要做，他們都說不可以，我們可不可以在教會裏面革命?

很多年青人都問到這個問題，那回答的弟兄很有智慧，他說我贊成革命，先把你的命革掉，先把自己的

命革掉，問什麼是把自己命革掉，是遇見啟示。 

 

保羅是何等意志堅強的人，他認為對的事情，全世界人反對，他都要往前去，這就是保羅，他覺得拿

撒勒人耶穌是叛徒，他要去撲滅他，他就要去，在路上他遇見這位拿撒勒人耶穌，他改變了，沒有人

強迫他，他自己伏下來稱他是主，而且在這伏下來裏主的愛就臨到他，而且他看到這個上十字架死的

人裏有榮耀光輝，是老亞當的後代沒有的。你有沒有看過主耶穌的榮耀，這是我們需要求主讓我們看

見的。 

 

今天有一些現代詩歌講到主的美麗，年青人唱得很高興，眼睛也閉上，但多半都還沒看見，今天讓我這

麼說，因為你看見了我們在地上的選擇就不一樣，如果我們嚐到了，我們在地上的生活也不一樣，我認

識一個姊妹，她是很會作菜的，她吃飯很有意思，我們大家一起吃飯，她吃到一口，如覺得這是今天的

好菜，馬上放下筷子，再也不吃一口，把這味道留在嘴吧裏，或者一晚上，或者一整天。如果你嚐到

基督的味道，再嚐地上的事，就沒有味道，多少弟兄姊妹得救，他就是嚐到這個，但過不久，我們又

回去，我們還不會寶貴他，主耶穌的滋味何等甘甜，在我們心裏產生何等樣的滋潤，清新滿足和神聖，

而且在他裏面何等尊貴，何等榮耀，是我們在人間世上人裏絕看不見，保羅因著這個啟示，他在第三

章裏講他以前認為可以自誇的，他也真有這條件，我們知道在猶太教裏最講究的就是一個人的出身，

所以在第三章他講到如果可以在肉身中誇口的話，我們肉身可以誇口有 4方面，第一就著肉身，律法，

血統，出身，家教和家世。就著律法而言，我是八天就受割禮，這是照著摩西的律法，非常嚴謹的，第

二我是以色列人，照血統我是正統以色列人，照著身世我是便雅憫支派的，照著家教而言，我是希伯來

所生的希伯來人，因為那時以色列人已沒自己的國家，那時在羅馬人統治，以色列人散在羅馬各行省裏，

他們到一個地方，就照著當地的言語和風俗跟別人一起生活，就好像我們是從遠東來照著血統來講，我

們是中國人，中華民族，講的是華語，我們下一代的孩子在美國出生，美國長大，我們想他以後不會回

中國去，不會學中文，那他就學英語，很多華人家庭是這漾，但也有家教比較嚴的，回到家就要講中文。

有一姊妹，他的丈夫是美國人，他和他丈夫講你要我嫁給你，從今以後我們在家裏只能講中文，結果她

的先生現在可以用中文禱告。保羅小時候家住現土耳其大數的基利家，那裏通用的語言是希臘文，但他

回到家裏就講希伯來文，所以他說就著家教來講，我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在猶太教裏這是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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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好的希伯來人，這是他可誇的。就著律法來說，他是法利賽人，在第一世紀，猶太教有三大派，第

一派是撒都該人，祭司階級都屬這派，他們是理性階級是世俗派，把聖經所有神蹟都當預言解釋，不是

真正發生之事，不相信復活，靈魂，永遠，所有講到神的神學都是傳說，是宗教哲學。第二派人隱士派，

敬虔的人，在山洞裏讀經禱告，死海書卷即他在山洞藏著。第三派即法利賽人，他們是公開承認他們的

信仰，相信復活，神蹟，神性，相信人有靈魂，且謹守律法，照著摩西律法，穿衣走路都要符合聖經，

走到十字路口，男人就停下來舉手禱告，照著律法來講，他們是最虔誠的猶太教徒，這就是保羅，這樣

的人在當時猶太人社會都是受人尊敬的，是當官的，治理的。而且保羅是在最嚴謹，最好老師迦瑪列的

教導，有人說迦瑪列的老師就是抱過嬰孩基督的西面。很好的身世，家教，很好宗教的養成，不僅如此，

講到熱心，他說我是逼迫教會的，這告訴我們，他事奉是很熱心，走在別人前面，就行為來講，他是無

可指摘的，就律法上的義，他是無可指摘的，這些在當時猶太教都給他帶來名望，地位和身分，甚至也

給他帶來財富。但現在他一碰見基督，這些對他都無所是，這個不僅在保羅身上發生，在許許多多信

耶穌的人身上都一樣發生，我們的主是昨日，今日，明日都一樣的主。 

 

我自己在美國讀書時，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我那时要畢業了，還剩最後論文要交，我跟我的教授說我要

出來事奉主，我的教授和我談，同學們認為我大概有宗教狂，可能有點迷了，教授要同學陪著，幾個人

輪班，8個鐘頭換一班，最後他們去和教授說我很正常，後來請一位教授，他是韓國後裔，但他出生在

中國上海，他對我很好，我修過他的課，他和我談，他說你給我一個理由，學校栽培你也給你 6年奬學

金，你就差最後那一點，你把你論文隨便集結，我們就給你一個 Ph.D，我說謝謝，他問為什麼，我說

我不知怎樣解釋，我說人生在地上要作一個比方，好像一個人生下來就給你一根蠟燭，然後你要走你人

生的道路，人生好像在一個地洞，非要這個蠟燭，你才看得見前面是什麼，要靠這個蠟燭才能走到外面

得著自由，我說原來我讀物理，這就是我的蠟燭，我以此為榮，以此為滿足，以此為喜樂，要我天天浸

在那裏面，我快樂得不得了，但是我突然發現前面有一圈光，尋光走去，走到外面，外面春光明媚，太

陽非常明亮，我就問我的教授，如果是你，你的蠟燭怎麼辦?他說我懂了，你就把它吹滅了，你就再也

不去那個洞，他說好吧，你可以走了。弟兄姊妹，這是遇見，我們需要這樣，今天你不這樣遇見，將

來你在榮耀中遇見，你說主啊，你是誰?我怎麼不知道你是這樣榮耀的主，弟兄姊妹，我們會懊悔我們

在地上虧欠主，你會懊悔在地上白用了我的人生，會懊悔說主啊，我怎麼那樣笨，上好的東西在我裏

面，我怎麼浪費掉了，弟兄姊妹，這是保羅腓立比書第讓我們看到，他被抓住了。 

 

以前他要誇耀地，現在要講起來，那是我的愚眛，我把它放下，以前我要持守，那是我的頑固，我把

他放下，以前我認為了不起的，現在我看見那是我的羞恥，我把它放掉，弟兄姊妹，這是保羅，因為

不是他自己立志，乃是那位愛他，為他捨命的主向他顯現，剛才吃飯時，馮弟兄告訴我說他年青時在

福州有大復興，主就向人說話，我真的很羨慕，我們中間，你不要覺得你還很年青，是和爸爸媽媽來聚

會，主會向你說話的，主會向你顯現的，主會摸到我們這個人，在聖經裏，無論男女老少，向著主有

心時，主就向其顯現，這是保羅身上極大的改變，這個改變帶來決心，resolution。第一個 revelation，

然後產生 revolution，然後再產生 resolution，他有一個決心，他看見他不僅要為這位宇宙的主而活，

而且他要讓祂藉著他的身體來表現祂自己，這是他看見主的寶貴，如果我們沒有看見主的寶貴，我們



8 
 

就放不下我自己天然的溫柔，不然的理性，天然人的意志。現在我說那些都不好，讓主來活出來，所

以保羅說我的決心是什麼?我活著就是基督，他和基督打一個等號，只要活著我就讓基督從我身上活出

來，如果我死了用今天的話講我就賺到。如果你沒有嚐過與主同在，今天人很難解決死的問題。 

 

我不曉得你怕不怕死，我要承認我從小就是怕死的人，我喜歡活著，我不喜歡死，我記得我讀高中在外

面，有一天放假我回家，我喜歡騎自行車在我們那小村莊轉，忽然有扇門，大門打開，就看到一個黑影

衝出來，我還不及反應，我的褲子就被咬了，我的腿就被撕了塊，那主人出來，一直跟我道歉，他們家

養了一隻狼和狗混血的狼狗，爸爸是狼，媽媽是狗，我一想會不會有狂犬病，我嚇得要命，那天晚上就

不回家，自己跑到野外坐在那裏哭，主啊，我要死了，我不想死，我才 16歲，你知道碰到死不好玩。

另外一次我去 Minneapolis去服事，服事完，弟兄送我上飛機，下午 3點鐘，忽然之間，路燈都亮了，

天好像全漆黑，我問是什麼事?說龍捲風要來了，趕快開車送我去機場，我進了候機室，飛機 delay，不

知會 delay多少，過了 4個鐘頭，廣播說可以起飛了，我就進去飛機真的起飛，在爬高時，飛機就像雲

霄飛車，上上下下，還左右來，那飛機翅膀就像鳥的翅膀，我就坐在窗子邊上，嚇得要命，腳頂著前面

的位置，我跟主說我要死了，如我去見你，求你悅納我的靈魂，這樣禱告時，主說話了，詩篇 104篇主

說"我藉著風的翅膀飛行"忽然之間我裏面平安，因我學物理的，流體力學是專長，主一說話，平安臨到

我，我就睡著了，等到我醒來，一看在 Montana上空，又平靜又安穩。死不好玩，但是若你遇見主，

死就不可怕。 

 

其實每一個重生得救的人，我們離開世界，在神眼中看不是死，世人眼中看是死，死是永遠的隔絶，

神的眼中看你跟本不會和其隔絶，所以保羅說是睡了，這個點過去二年前主把它啟示給我，叫我得到

極大喜樂確據，你活著不是在地上等死，也不是去找死，我們活在地上是住在主裏面。如果我們離開

世界，保羅說是與主同在，好得無比，保羅不是是說一個形容詞，是真的好得無比。你遇見主知道人

間絶對沒有比主同在更好的事，我希望我沒有誇張，我自己經歷過的，這個叫作信主，所以保羅立了

志向，他說我切慕所盼望的就是無論經歷任何環境，基督從我身上照常顯大。 

 

有時我們碰到一些事情，如果把那個事情看得很大，我得著那件事或我避免那件事，我就很快樂就不羞

愧，如果沒有得著或想躲躲不掉，它又臨到我，那我就很羞愧，喪氣，但對保羅來講，不是要這些事。

我舉個例子，我們會常有點意願，譬如說我們生病，我們希望主醫治，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敢禱告，他們

說我禱告如主沒有醫，我信心就全失了嗎，我說因為你不知道怎麼禱告，你應該跟主說『或病或好，

我求你把你的榮耀藉著我張顯』若是你帶著這種意願，主帶你過來時，你會經歷神聖的平安和安慰，

或許主就醫治你，或許主讓那病留在你身上，但別人看見你生病他就信主，這就是保羅的願望，所以

保羅在地上，什麼事臨到他，他就感謝讚美主，這是我可以讓基督顯大的機會，所以他到了羅馬被關

在監牢裏，保羅沒有嘆氣說這些猶太人對我，我向他們傳福音，好心沒有好報，他們還把我捆到羅馬來。

保羅沒有這樣，他安安息息地作囚犯，結果怎樣，保羅是上告到羅馬皇帝那裏，所以他被關的不是普通

監獄，獄卒和軍人是羅馬皇帝的禁衛軍，是天天和羅馬皇帝生活在一起的那些軍人，中國古時叫錦衣衛，

思想純正，你想和他們講信主的事是不太可能，結果每 6個小時就換一班，換一個禁衛軍和其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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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小時，那個人就得救了，所以保羅最後問安時，說禁衛軍全軍都向你們問安，可見通通都信主了，

這是保羅他因為有這志向，所以他依靠主，主也在他的裏面成為他的生命，供應的泉源，這是何等的好。 

 

他人生的目標就是要活出基督，他的喜樂是什麼?就是與主同在。今天我們來聚，你的目標容我作一比

方如果我們是在同工的交通裏，我們要談一件事作決定，如果有 5個或 10國人在一起交通這件事，談

這件事作決定可能有 3個意見或 5個意見，其中有一意見不巧是我出的，我今天來開會的目的就是一定

要貫澈我的主意要大家都接受，結果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回家了，不開會，因為你們看不起我，我就不

來了，要不然我就去聯絡大家來反對給教會出難題，是不是?保羅說，不，我的意思是我要去那裏去活

出基督來，基督是怎樣，是甘心情願脫下外衣，束上毛巾，為人洗腳，他放下自己，這就是他的喜樂，

他的喜樂是藉著這服事把主的同在帶給弟兄姊妹，所以聽不聽，照不照我的意思沒有關係，只要主在

這裏照常顯大就好了，這就是保羅的目標。 

 

所以他的生活再不受環境的限制，再不受人眼光的影嚮，再不受他自己性格的捆綁，這是何等的好，這

個志向我個人感覺是最好的志向，是超越環境的，超越本身的條件，還有我們的遭遇這不會令我們羞愧，

也不會喪氣，也不會叫我們消沈，也不會叫我們退縮。什麼時候我們的意願擺在自己身上，自己的意見

上時，我們就常常會在別人不贊成時，會鬱悶，如果別人有不同意見，個性強點，我就和其作對，這都

是基督徒生活中常常會碰見的，保羅在這些點，他都越過，因為他的目標在主耶穌身上，我個人感覺到

在我肉身上讓基督照常顯大，他發現他身體在地上的功用就是張顯基督。 

 

主耶穌來到世上應驗詩篇 40篇裏的，他說神啊，你為我預備身體是了來遵行你的旨意，燔祭和贖罪祭

非你所要，但你為我預備了身體，你的身體是有榮耀的功用，是來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碰到事情來，他

的反應就不一樣，選擇就不一樣。我們一個對事情的反應和選擇顯出我們這個人的眼光鑑賞力

appreciation。孩子你拿二個價值差別很大的他不會選，我兒子小時候我常逗他，我知道他喜歡這個東西，

但我會拿另一很寶貴的東西讓他選，他只會選他要的小汽車，那更貴重的，他看都不看。我們也常如此，

但若是你知道基督的寶貴，你就學會揀選耶穌基督。 

 

剛才就我們唱的詩歌，那作詩歌的人有一禱告，他說我要揀選耶穌作我的世界，揀選耶穌作我盼望，作

我的喜樂，我的產業。因為他嚐過，但願我們都作智慧的心，碰到人生決擇時，我來揀選耶穌。，今天

我們受很多教育，就教我們如何判斷，作明智的決定所以商學系有一課叫 decision making，我認識一弟

兄在商學院作 dean，我問他你教的 decision making是什麼?他說就是教統計學，照統計你選這個就對了。

屬靈的事不用統計，屬靈的事是考驗你屬靈的眼光，你裏面對基督的估價和衡量，當我們能這樣，碰到

事情來，再大的事一碰到基督就縮小，在我們裏面的平安愈來愈大，在我們裏面確據和安息就愈來大，

所以我們在教會事奉看一件事發生，有的弟兄姊妹都跳起來，緊張得不得了，有的人就若無其事，不是

他的修養，而是他裏面對主的依靠，他認識主。弟兄姊妹，你願不願意得著這個祝福?若是我們不認識

基督的寶貴，保羅說要是你有別樣的心，神願以基督的寶貴來啟示給你，這是何等樣的應許，我們不要

覺得主只把他的寶貴啟示給少數人，每一個蒙恩得救的都是神所愛的，神都樂意把他的愛子啟示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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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見他的寶貴，我們屬靈追求起步了。慢慢就能脫開以自己為中心，以事情為中心，以意見為中心的

生活，我們能活在基督的祝福裏願主祝福他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