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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弟兄(二) 

 

讀經:腓 2:15半-16前 

腓 2:13。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2:5-11。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保羅勸勉腓立比弟兄姊妹你們顯在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這是神給每一蒙恩的得

救兒女的福分，也是給每一兒女在地上的功用，不僅是個人，也是神給教會的一個福分，就是我們能

成為承裝基督生命的器皿，而這個器皿是發光的器皿，他的功用乃是把生命的話語向彎曲悖謬黑暗離

棄神的世界來作見證。簡單的講，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就是藉著我們肉身的生活，藉著地上一切遭

遇，人際關係，我們能夠活出基督來。真為主而活的意思，不是我用我的力氣來幫神作，好像今天有

弟兄姊妹在學校裏作教授，那我就為學校作工，在一個公司被僱？我就為那公司上班，很多時候我們以

為為主而活。那我是受僱於基督，我就幫主作他要我作的事情，那只是答對 1/4都不到。 

 

真正為主而活，乃是我們成了一個器皿，讓基督充滿我們，使用我們，而當基督使用我們時，那裏面

的泉源外面顯出來的能力，不是你我天然人的能力，乃是基督自己，這是保羅在這說的，生命之道表

明出來，乃是我們成為一個器皿，讓基督從我身上活出來，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一章講到他有一切慕，

盼望，他盼望能藉著他的肉身無論是生是死，是任何環境，遭遇，總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顯大，為什麼?

因他說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得著益處，這是神給他每一兒女的祝福，他把自己的愛子賜給我們，好

叫我們來盛裝他的愛子，活出他愛子的形像，這也是祂給我們的一個職分。當我們這樣生活時，我們見

在世界中就有光，人就能得著生命。使徒時代第一世紀時在地上？的教會就有這種光景。當五旬節聖靈

降下來時，耶路撒冷樓上禱告 120個門徒他們那天作了何等美好的見證。當彼得站起來，解釋他們那個

經歷時，聖靈就在人心裏作工，當天就有 3000人得救，他們得救就成為主耶穌的門徒，不僅是信徒而

已，他們開始跟隨耶穌基督，這是神給每一個兒女，也是給教會的一個祝福和一個職份。保羅講到他的

事奉，他的人生，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他講弟兄姊妹，他所服事的對象能活出這種光景，那他在地上

所有的勞苦就不是徒然的，講到今天我們在地上一聚會，一起生活，一起事奉，不是我們要作出名聲來，

要別人羨慕，也不是有很漂亮的會所，人家可來觀光，來照相，那都沒有影響力，在世界上有很多大教

堂，現在裏面都是空的，我剛到美國來，在南加州有觀光教堂，叫 Crystal Temple，現也是空的，在一

時人羨慕，但若是沒有主在裏面作內容，都是過眼雲煙。 

 

保羅說若是我們今天的事奉真能像一個發光的器皿，把耶穌基督表明出來，那就是我們在地上的價值。

可能在時間中出現很短的幾十年，在環境上不過在一小小社區，但是我們在那裏照射出基督來，那個價

值是永遠地，保羅以此為其喜樂，以此作其事奉之目標和冠冕，這是我們每個人應該立的志向，這個立

志我們有份在其中，但保羅告訴我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們身上運行，何等奇妙，感謝讚美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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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沒有一個人可在神面前自誇說我比你好，因我立的志向比你好一點，弟兄姊妹，這是神的憐憫，是

神的工作在我們身上，即便是最軟弱的人，灰心喪志的人，瞎眼的人，主都一樣向我們施恩典。昨天晚

上我提到那二個以馬忤斯去的門徒，他們是灰心退後，在今天英語世界就叫 backsliding，冷淡退後，他

們要離開耶路撒冷，不照主的吩咐，即使如此，他們在路上走時，有一位陌生人來與他們同行，那是我

們的主，在我們最覺得不可能的環境裏，主在我們身邊服事我們，在我們裏面加我們力量，所以當主在

那裏和他們談論時，他們稀奇他講話時我們心裏開始火熱起來，但願這次我們聚會每一個弟兄姊妹心裏

都是火熱。昨天在車上和弟兄數 Kansas有多少人出來事奉主，中西部有好的屬靈空氣，環境，沒有像

兩岸那裏有那麼多世界的引誘，人非常純樸，一片田園樂的景色，主能在人心裏作工感動人，我們相信

主要使我們立志，因這是神所喜悅的。神在我們裏面，幫助我們，讓我們立志像保羅一樣，有一切慕，

盼望，我們在肉身中活著就是要基督在我裏面照常顯大。這“照常顯大”在原文裏可翻當天使長迦百列

向耶穌肉身母親馬利亞顯現報信“至高者要臨到你，你要懷孕生子”馬利亞聽了以後，他不是糊塗人，

這件事臨到他，對他肉身來講是相當為難的，但馬利亞是愛神的人，他回答說我心尊主為大，我的靈以

耶和華我的神為樂，那個“尊主為大”就是保羅說的“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同一個字。我們要讓基

督在裏面活出來。 

 

在生活裏面每一件事上我們學習尊主為大。這尊主為大簡單講就是碰到環境來時看見祂是主，我們也

承認祂是我的主，祂不僅是我的主，也是環境的主。這環境即便對我來講是為難的，不喜歡的，但是

祂要安排的，祂是主。那這就是對的，這是保羅的一個態度，所以他帶著鎖鍊，被捆綁，在羅馬，每一

天 24 時，一個星期 7 天，沒有一分鐘他不是帶著鎖鍊的，在人看這是非常的羞辱捆綁，但在保羅來講，

這是主量給他，他就歡歡喜喜的接受，以至於看守他的兵丁都覺得這人奇妙，這人身上有股吸引力，想

知道，他們就得救了。 

 

尊主為大就是我們在環境中無論任何事臨到我們，我們先向自己，向環境說他是對的，祂是我的主，

祂的判斷超過我的判斷。祂的理由雖然現在我不明白，但祂的理由一定高過我的理由，這是祂的安排，

所以我接受，我們承認祂在掌權，祂一定負我的責任，我現在只要在這環境裏讓基督在我身上活出來，

這就是保羅說的讓基督在他身上照常顯大的意義。 

 

波特蘭大一姊妹身上帶著癌症，已經 7-8 年，她要作切片檢查那天早晨我陪著他們夫婦，我問主說主啊，

這是危難的環境，弟兄姊妹心裏一定很受打擊，我該怎樣服事他們？當我這樣禱告，主很清楚地用詩歌

“你是我異象”的一句話“有你在掌權，仍是我的異象”這話進入我裏面，叫我能夠抬頭，看到弟兄姊

妹下車，到了 lobby 我說我們一起禱告，我告訴他們無論醫生診斷是什麼，請你抓住這句話，祂在掌權，

耶穌基督要在你病上顯大，你不要把病看得很大。那天醫生說他會盡其可能幫姊妹開刀，但開完刀出來，

他說對不起，我真是沒有辦法，只拿了一點 sample出來，結果出來是淋巴癌，沒有任何治療。我們姊

妹就抓住這句話，在生活中，他仍然事奉，沒有減退一點點，從來沒有在人面前表現他是有病的，疲憊

的，他照常生活，因基督在他裏面照常顯大。這是我們的生活，保羅的生活，你是要被環境打倒，還

是靠著基督超越環境，這就是保羅告訴我們揀選更美好的，喜愛更美好的事。你喜歡照著你自己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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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去闖，還是靠著基督帶你超越這環境。我們姊妹到今天愈活愈健康，愈服事愈喜樂，在保羅身上發

生的事，今天在每一個神兒女身上若我們依靠主，也在我們身上可經歷祂負我們一切的責任。 

 

今天早晨我要進入第二章，看見保羅得的一個啟示，他講到耶穌基督的意念，他在這裏不僅是講耶穌

釘十字架這件事，聖經裏面很多地方講到耶穌十字架，詩 22篇講到十字架的苦難，以賽亞書 53章預言

到要來的基督作神的羔羊，看到講十字架情景，十字架羞辱，十字架的痛苦的預言。但基督為什麼釘十

字架或他怎樣為我們上十字架，他裏面的感覺是什麼？到新約時代，神把這啟示賜給保羅。我們常看人

的外在的行為，我們要去判斷他不一定能判斷地準確，但我們可以說一個人的行為是受他裏面心思意念

和態度而支配的，但光看外面的行為，如果我們不夠了解人性，我們常會誤會他裏面的意念是什麼，這

是主耶穌釘十字架人對其誤會，早在主未降生前，以賽亞的年代，以賽亞在啟示中就看見人對主釘十字

架的誤會。在 53章 4節說『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神擊

打苦待了。』這是第一種人對其十字架苦難的解釋和看法，人認為他是罪有應得。第二種看法在 53章

說『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他受欺壓和審判，他

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人都看不出來，所

以很多人一講到耶穌釘十字架就覺得他是失敗者，他是不抵抗主義者，他是一個軟弱的人。弟兄姊妹你

向那些未信主的人傳福音，有沒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我就碰過，有一位現是在很好弟兄，我花了 6年

向他傳福音，每次碰見他，他就問三個問題，問完笑一笑他就走了。這樣問了 6年，最後主的愛得著了

他，他起來作見證。他說我拖了這麼長時間才信主，因為我認為你們信耶穌的人都是失敗者，只有軟弱

的人才需要神，才需要救主，像我年青，聰明，身體好有才幹，我不需要主。他說我認為耶穌基督被釘

十字架是他最軟弱的表現。這是很多人對基督十字架的看法。同樣一行為，人的解釋是這樣，如果我們

基督徒信了主，我們雖不這樣說，但是我們潛意識不認識基督釘十字架的動機和意念的話，我們跟隨基

督，要讓基督活出來，我們常常會事倍功半，常覺得是受苦的，為難的，常覺得想但卻做不到。所以

保羅得著一個真實的啟示，他從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情景裏看到人看不見的基督的心思和意念，從這心

思和意念，保羅看到基督的美麗，基督人性的高貴，在這裏他嚐到神在基督裏對人的愛，在這裏他經

歷主耶穌背負罪孽，使他得釋放，赦免，使他在神面前稱義的那個喜樂，這是極大寶貴的啟示，所以

保羅把他得著公開給大家。我們都是有福的人，我們不需經歷保羅那樣大風大浪或戲劇化環境才得著這

些。今天我們只要好好讀聖經，到主面前謙卑求主，主啊，你把這句話放在我心裏，讓我看見。這是極

大的福份。保羅勸勉所有神的兒女們，若是你要像基督，你要咬緊牙關像一個基督徒，我們知道很多信

主的弟兄姊妹，要和其交通受浸的事，他就說我時候還未到，問他為什麼，他說我信是信了，但我要信

就要作一個好基督徒，認真的基督徒。我若下了這個決心，我就受浸，你有沒有碰過這樣的人，我碰到

很多…我每次聽到這我心裏就很佩服，心裏很受感動。我信主時不是這樣，我很隨便，我只覺得我需要

求，他能夠幫我忙，他能扶持我，我就很高興，但有些人比我進步，比我好，他們說不要像他們一樣，

信了主還隨隨便便，我要信主就要認真。這是好的。但我們不知道那條路時，認真的基督徒就有點神經

衰弱，說話，作事都怪怪的，一點也不自然。屬靈的事讓基督活出來不是裝的，也不是光靠立志就可得，

我們需要摸到那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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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腓立比書簡短幾節聖經裏，在聖經裏是非常重要的啟示，讓我們看到基督在肉身中完成神旨意

舉動背後的心思和意念。不僅講到舉動的目的，是來承担人的罪，為我們受死，並且講到他完成工作

的意念，這是不得了的啟示，所以保羅告訴我們他勸所有兒女們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中文翻為心

原文不是“heart”，是“mind”，而且不是硬體的“mind”而是軟體的“mind”。你買一個最好的電

腦，如果不裝軟件也沒用，今天很多人電腦都是遊戲，他只能作消遣用，不能作工，如果他裝好的軟體

那就很有用。我最近訂一個 smartphone，smartphone一點都不 smart，一年青弟兄對我說人生所要的工

具都在裏面，但我不會。這就是我們今天基督徒的難處。 

 

你我得救時神給我是 full package，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在我們裏面，但我們不會用，神兒女都很可愛，

愛主都要合一，但一去合一時就不合一，都愛主但主去愛主和別人就不行了，你是不是覺得那樣子？因

我們摸不著那條路，不認識救恩裏面那個奧祕，寶貴，所以保羅說我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是什麼，在他

書信他一點一滴藉著他自己事奉和人生經歷告訴我們。他在這裏告訴我們一重要的啟示，他看見耶穌基

督的意念。這個意念若我們真得著，到永世我們要去讚美，去感謝，這是極大福分。有事奉主的僕人

告訴我們每一基督徒，初信的，多年蒙恩的，向主認真的基督徒，我們遲早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有最

大難處，最難勝過的仇敵，你覺得是什麼？慕安得烈弟兄說那就是我們的驕傲和自大。其實就是我們

自我。這個就是神仇敵撒旦裏面的性質，他藉說的話語欺騙始祖亞當和夏娃，他就把這性質放入人性

裏，而且在人性裏我們覺得那就是我自己，那不是罪，這是非常狡詐的破壞，它在我們人性一個範圍

裏都有它的影子，都會冒出來，即便我們蒙恩得救，我們屬靈經歷達到很高境界時，它都在那裏。年

青時我參加好的聚會，有一次有一個問題解答，是一位年長姊妹回答生活的問題，這位年長姊妹回答完

後他講了一件，她說連我們認罪的禱告都需主耶穌寶血洗一洗，今天在年青弟兄中間為表現自己愛主，

常學保羅說『主啊，我在罪人中是罪魁』，她說這個禱告要用寶血洗一洗，因為在犯羅上你還要和別人

比一比，你比別人厲害一點。這就叫驕傲，屬靈本來不該驕傲的，但我們藉著屬靈事務來表現我們的自

我，我跑得比你快，我比你追求，這個罪是最不容易被覺察的，被對付出去。在約書亞記，當約書亞

帶領以色列百姓過約但河進迦南地，要將仇敵除滅，趕出迦南地，這個講到我們屬靈生活裏的對付，

講到教會生活裏屬靈的爭戰，我們要得著基督成為我們的產業時，必定會碰到這些事，當這些事出來

時，我們發現我們需要有兵器，需要找到趕出仇敵的方法和路。保羅在腓立比書把這路告訴我們，他

不僅看見為什麼基督受死，以賽亞書 53章預言主為什麼為我們受死『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

們的罪孽』，這是他受死的原因，保羅更進一步讓我們看見祂受死的過程，那過程是因著祂裏面的意

念，所以腓立比書第 2章 6-8節，在他上十字架過程裏有 7個意念，如我們把這些意念也變成我們的意

念，換句話這意念在基督那裏，現基督已在榮耀中在父神寶座的右邊，我們在地上因著我們蒙恩得救，

聖靈住在我們裏面，所我們有 free access可以去 download，巴不得今天早上聚完會，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把基督 download到我們裏面，成為我們裏面的軟件，然後碰到事情來時，你不需要緊牙根說我要忍

一忍，要謙卑一點，說話輕聲一點，不需要，你有這個意念，出來的就是基督。你有沒有識過要謙卑？

我碰到過愛主的弟兄姊妹，特別是年青的弟兄姊妹要謙卑，那他講話慢一點，聲音小一點，我們耳朵不

好，常聽不見，特別請他發表意見時，他就是不說話，像個悶葫蘆，所以我們就叫他老夫子，那是不是

真的謙卑，等有一天逗一逗他，說他今天有點不謙卑，他很生氣，說我那有不謙卑，這點就不謙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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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人的行為，但是們若以基督的意念來管制我們的行為，那就不一樣，所以我們看看保羅看見基督的

意念是什麼？ 

 

第一個意念說祂本有神的形像，這個形像就是與神同等的，他就是神自己，但他卻不與神同等為強奪

來的，在基督裏他沒有一個去抓，去奪的意念，一點都沒有。我們知道撒旦他本來是受造的晨星之子。

好像神造人是一整天，在時間開始時，最早被造的是撒旦，神給他極大的智慧美麗，能力和各種的才華，

他有藝術，音樂各方面的才華，也有科學的頭腦。我認識一位年青的弟兄，他被鬼附，七歲時在中國是

個神童，清華大學畢業，在這裏沒修幾天的課就考物理系博士資格考試，一舉就全部過關。但把他的鬼

趕出去，他告訴我說『柏弟兄，我不能讀物理了，讀不懂。』撒旦在人心裏運行，他要人去敬拜受造之

物，你敬拜受造之物時，敬拜就歸給撒旦，撒旦就奪這個，敬拜是神為神自己，為其兒子保留的，但耶

穌基督是神自己本體的形像，他從來沒有搶奪過。人今天多少痛苦，難處，結怨，就是我們要搶，要奪，

用自己的能力，聰明，智慧，人的手腕，人的計謀，人的盤算，這些基督徒要從裏面把它放下，讓基督

的意念成為我們的意念。碰到事情來我受刺激，立刻讓基督的意念管制我。如果這是神給我的，我不去

拿，不去抓，還是我的，如果不是神給我的，我去抓了，只有帶給我羞愧。這是基督的一個意念。舊約

時代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叫是“抓”，是誰？是雅各。他的一生多痛苦，他去見法老，法老問他：『老人

家，你一生年日多長？』他說：『我在地上又短又苦』。為什麼？他抓太多了。今天社會上的教育就是

要你去抓，所以說社會是彎曲悖謬，強者為王，對不對？勝者為王，不僅要強更要勝。但是有基督意念

的人，我們許多事情來，不抓。這是基督徒學放手的第一個功課。有這個意念帶給我們何等大的祝福。 

 

我舉一點例子，今天我在生活中看見，在服事看見，有年青的孩子們，父母親花很多心血去培養他們去

學各種的樂器，孩子們在初中就學習在聚會中司琴。有的孩子司琴就很溫順，他會和年長服事的弟兄講

這首詩歌我會彈，但到底我彈出味道來沒有，所以有人就教他，你心裏要唱，而且唱時要到主耶穌面前，

好像主在這裏你唱給主聽，那彈出來就完全不一樣的味道。他司琴完，孩子們就覺得你今天彈得好棒，

另一位孩子馬上就坐到前面馬上再彈一遍。我們大人覺得好笑，但我們大人在社會上就是這樣，只是我

們較圓滑一點，對不對，這叫做抓。 

 

什麼叫抓？當你想表現自己，想證明自己是什麼那就是抓。主耶穌裏面一點這個意念都沒有，事奉主，

常受這個挑戰，要證明自己。主耶穌在曠野受試探，撒旦就要他證明說若是神的兒子，你就這樣做，主

一次都沒有，他一點都不抓，他本來就是，我不需要證明，事奉主不容易。我年青時像現在這樣瘦，有

弟兄說你這麼瘦，壓不住講台的。在台上別人都看不見你，所以我拚命吃，吃也壓不住，因為你裏面沒

有東西，給人的不是基督，我們需要自己裏面，不抓的時候能得著基督。 

 

第二主耶穌的意念反倒虛己。他願意倒空他的自己。第一個意念他說到他本有神的形像，他自己就是

神，他有神的尊貴，榮耀，權柄，智慧，有神的豐富，並且他在天上享受天使天軍的敬拜，稱頌，他可

管制一切，他有能力，現在他把這些統統放下。今天什麼叫做倒空自己的意念，我們的己是怎麼表現出

來的，有人說我本來就沒什麼，不需要倒空，本來就空空的。不，我們每個人都是財主，不容易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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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是我們的財富，所以今天一個人受傷，為什麼受傷，因他的尊嚴被人摸到，他就受傷，有的人尊

嚴大一點，最容易被別人摸到，今天人沒有留意看到他，他說輕看我了，會不會，有人揉眼睛，他說是

斜眼看我，今天對我講台服事的人，聚完會，大家都到後邊去講話，一個人也不理他，他說今天大家都

聽不進我講的東西，就說下一次我再也不講了。這些都是己，都要倒空。我在事奉中在這些點受的痛苦

每次上完講台回家後就很痛苦，每一次要痛苦一個月到二個月，一方面覺得自己講的自己也作不到，第

二方面覺得弟兄姊妹聽都沒反應。 

 

還有我們的雄心，我們的抱負，我不曉得我們在世界上作事是不是有雄心，有的人不愛世界，要服事

主，要作保羅，你是彼得，我是保羅，我還比你多寫封書信。我們在這方面很有雄心。我自己年青時，

年長同工就問我，你奉獻了，你要出來事奉主，你有沒有想到你以後是要作什麼樣的傳道人嗎？是做住

堂牧師？還是遊行佈道？我說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後來我在主面前有一個禱告，主啊，我是一個不會說

話的人，而且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如果你要我服事你，你教我作一個禱告的人。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

個雄心，到今天我一想到這個我就很虧欠，到今天我還是不會禱告。我常常在主面安靜時我和主說我不

會禱告，求你把禱告的感覺給我，把禱告的話語給我。這些都是基本上意念的操練。 

 

我們有雄心，有抱負，我們的能力，才幹也是我們的己。經驗，興趣也是我們的己，碰到事情，我們

的意見也是我們的己，美國大家有謙卑的說法，寫 E-mail說這是我的 2 cents，我起先不懂，因為我沒

在社會上的經驗，什麼叫 2 cents，原是我 humble opinion，我謙卑的意見，我貢獻出只有 2分錢，你要

就要，不要就丟掉，沒有關係。你真的丟掉了。下次他就不再給你寫 E-mail了，這就是我們的己。我

們看見這些我們的主是何等願意放下。還有我們的理由，當我們一碰到有事情對錯時，就發現每個人都

有理由，這理由放不下，所以每個人都爭講最後一句話。講完了，我還有一句，我比你更有理由。在家

庭生活裏夫妻誰講最後一句話，誰就打敗了，因為可能對方好幾天不理你，這是我們的己。還有我們的

觀念。今天我們還沒有讀主的話語，我們對教會就很有觀念，對很多事就很有觀念，這觀念是別人不能

侵犯的，這些我們要把它倒空，還有我們對人的看法。這個意念如果在我們裏面，我們有學習，這是極

其蒙福的。 

 

主耶穌倒空他自己，所以他預備好要到地上來做人，他到地上來做人之前，父神對他講，地上有各式

各樣的人，你可以選擇你要作什麼樣的人，你可以生在君王的家庭裏，有王子的形像，被人服侍，被

人聽從的;你也可以作一哲學家，被人尊敬的，講話很有智慧的，你也可以作一個教師，但主耶穌取了

奴僕的形像。在那個時代，奴僕是沒有主權的，被當作產業的，作 property的，任主人擺佈的。主耶

穌取了這個形像，這是何等樣的降卑，這個不容易啊。我記得我蒙召時，我和年長主的僕人交通，要

他們印證，有一位弟兄說看起來有點苗了，他問我你要怎麼服事主，你現在是個研究生，你在學校，教

授也對你很好，如果有一天主叫你去餐舘洗盤子，你去不去？我那天聽了我說主不會那麼殘忍吧？至少

我還有別的用處，他說不是這個意思，我那時聽不懂，今天我懂，我們事奉主，要主的旨意高過我的旨

意。如果主的意思是這個，你就放下你的，這都是主耶穌上十字架的意念，所以我們看見主耶穌在客西

馬尼園他禱告，他說父啊，我有我的感覺，若是能行，請你把這個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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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旨意成全。耶穌他在猶太人中間出入行走時，他們稀奇他說的話，他說你們不要稀奇我說的話，我說

話不是為著我自己。我是聽見父怎樣說，我才怎樣說，這是作奴僕。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形像，我們裏

面要有這樣的意念，這意念是我們在主面前要常常的禱告。告訴主說願你把你的意念作成我的意念，讓

我能思想像你一樣來思想。 

 

第四步主耶穌下的，這意念如下樓梯，降卑的意念。一級一級的降，他取了奴僕的形像，這指他裏面

的態度，心態，他預備好到世上是作奴僕，然後父神就給給穿上人的樣子，保羅書信講到『既有人的樣

式』，這個“人”中文看不出來，它是多數的，是和眾人一樣，主耶穌來到在上他不是一個健康寶寶比

賽第一名，他就是一個普通 baby，他長大成人跟我們一樣，他是個非常平凡的人，今天我們在地上想

要有一點成就，一點氣質，讓我們感覺有一點不一樣，但主耶穌在地上非常平凡。今天很多人認為教會

屬靈人要有屬靈外表的一種情形，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種意念？若是今天保羅到我們中間聚會，可能大

家都認不出是保羅。我年青的時候，接受一位西國姊妹的一些幫助，叫做 Pearl Young榮姊妹，她很敬

拜另一位姊妹，在美國中西部有一地方叫錫安城 Mrs. Robinson，Mrs. Robinson 是位愛主，走十字架道

路的人，大家聽過她，都想她一眼就看出來，鶴立雞群，在聚會裏一眼就可看到她，因她是屬靈;所以

有人就去錫安城想去拜訪找到這位 Mrs. Robinson，聚完會，大家在外面講話，客人就問一位姊妹說

Mrs. Robinson在那裏？『剛剛和你打招呼的那位老太太就是』他說『是嗎？她只是普通的老太太。』

『不，在她裏面的生命不一樣。』今天我們都喜？歡外面叫別人覺得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有什麼樣

的成就。主耶穌他到地上來的時候是非常平凡，普通的人，今天很多人畫像那些都是人的想像，我們如

果真的照聖經來看，主耶穌沒有佳形美容，這是以賽亞在異象中看見的，他無佳形美容，他到地上來如

根出於乾地，連我們看了都不羨慕他。今天許多人喜歡要有外表的形像，主耶穌沒有，我們在教會生活

裏，我們在主面前有得著，有領受，有服事並承擔責任，我們就愈平凡，愈和弟兄姊妹一樣。我今天早

上起來，忽然有一感覺，在天上主耶穌叫我“柏弟兄”，我好高興，我有時出去服事，別人說叫你弟兄

有點小看你，該怎麼叫？叫你“柏牧師”，我說我不是牧師，我沒有資格，我沒有讀過神學。那叫你

“柏傳道”。弟兄姊妹，主耶穌連這個都沒有，所以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他稱我們為弟兄，他也不以為恥，

這是何等親切，他和眾人一樣，但他裏面卻是太陽住在帳蓬裏面。詩篇 19篇，你能想像一個帳蓬把太

陽裝進去，那太陽沒有把帳蓬燒毁，那就是主耶穌，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裏面是那樣地明亮，但他外

面就是個帳蓬，跟你我一樣。所以你痛他心感覺地到，每次我生病禱告，主醫治我，我真是感謝主啊。

主啊，你感覺到我的痛，所以能醫治，你來醫治我，我們的主何等地美麗。保羅在大馬色門口一瞥叫他

畢生難忘，每天禱告。他問主說主啊，我看見的倒底是什麼？你到底是誰？我要更多認識你，他就認識

基督的意念，他開始走這條路，保羅開始事奉時還有點法利賽人的味道，他在大馬色就開始本著聖經證

明耶穌是基督，是彌賽亞，很多人佩服他，就做了誰的門徒？做了掃羅的門徒，沒有作耶穌的門徒，所

以主就許可他被趕走，在夜間從牆上用筐子逃走。保羅一定回去問為什麼這樣？我不是為你作見證嗎？

主說你沒有為我作見證，你不過是叫人羨慕你，你還是有口才，有能力，有魄力的掃羅，直到他和巴拿

巴出門的時候，在居比路他改名叫保羅，他摸到這條路，他開始走上真正屬靈的事奉，主能夠用他。 

 

弟兄姊妹，這是基督降卑，和別人一樣，我們看到他去羅馬的路上在島上烤火時，他去幫別人揀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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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等樣平凡的人，他揀柴時，毒蛇咬了他一口，土人說這人是天理都不容，海難不死，現被毒蛇咬死

他，結果保羅甩一甩蛇在火裏，保羅繼續講，也沒有被毒死，土人就說他是神。他不是神，乃是他裏面

有基督的生命，有這降卑的生命，這是基督的意念。他服事人，他在生活中最平凡的事務上。有一次一

位姊妹去參加特會，被接待在一個弟兄家，那弟兄是聚會中主要服事弟兄，講道的弟兄。姊妹回來對我

說那天聚完會弟兄為我們煮泡麵，端給我吃，我覺得有點受寵若驚，我不太敢吃，我說那有什麼，他就

是一位弟兄嘛。今天很多人對於事奉有一觀念，這些都不是基督的觀念。我們需要有基督的意念，我們

愈是在主裏有得著，我們就愈平凡，就愈能親近人，能服事人，作人的僕人。 

 

他既然成為人的樣式，他是個平易近人的人，他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就是看輕自己，看小自己，在

英文裏是“他的心思意念站得很低”，英文的話就是他碰事情來時，從不用高姿態 never high profile，

總是 low key，從來不擺埸面，從來不在人面前喧揚，不叫人感覺他是很不了起，而且當別人不覺得他

有什麼時，他非常喜樂，反而人要講他是什麼時，他就隱藏退縮。我們主耶穌是不是這樣，在五餅二

魚，眾人要擁立他作王時，主耶穌立刻叫門徒上船過加利利海，就自己退到山上去。主耶穌自己卑微，

人要捧他，捧不起來，今天我們為人抬轎，屬靈上面我們也幫人抬轎。雅歌書我們只為我們的王抬轎，

所羅門王的轎，我們是為了高舉基督。主耶穌為什麼要這樣自己卑微？要叫父在他身上得彰顯。 

 

存心順服是事情還未臨到他就有了一個順服的決定，父啊，我要放下我的自己，我願意順服，在英文

裏面是“他就變成順服”，在人講在基督的神性裏沒有順服這個要求，他與父是同等的，但他來到地

上作人時，他穿上人性時，在墮落的人性是沒有順服的。剛剛有位弟兄和我談，我說對，在墮落的人性

裏，人的自由意志是不會揀選神，不會順服，只有悖逆。保羅講到肉體是不服神，也是不能服的。但

當耶穌基督來時，在人性裏他作成這個順服，這是他的降卑。我們唱一些詩歌真的很受感動，有些愛

主的弟兄姊妹在這些事上跟主禱告，主啊，你等一等，我遲早會順服的，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種經歷，

有些人還是過不去，所以主啊，請你等一等，讓你的恩典再多一點灌住在我身上讓我更多在你面前得憐

憫，讓我能夠走過來。弟兄姊妹，這是基督的意念。 

 

他存心順服，就以至於死，最後上十字架。我們知道這個故事，弟兄姊妹都熟悉。這幅圖畫在我們裏

面都是生動，主耶穌死不是一個英雄的死，不是完人的死，今天要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要別人景仰佩

服，弄個銅像，主耶穌不是，他的死是罪犯的死，這是何等謙卑，美麗，主耶穌的意念服事我們，今天

保羅勸我們要把這個裝在我們的心思意念，碰到事情來時，我們有這個意念，氣就消了。本來的衝動就

沒了，有這個意念，本來的委曲也沒有了，這是何等樣的超越，何等樣的釋放，這個釋放帶來的結果，

神就使其高升，他就得著萬有以上的名。是猶太人平時不敢稱呼的名，是主，是神，為主，為神那樣的

名。神把這賜給他。他沒有去奪，當神把這個名賜給他，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無不屈膝，無不口稱他

是主，結果誰得榮耀，父神得榮耀，這是基督的謙卑。這個是我們今天活出基督的路，是裏面的，不

是外面的，所以有人講基督徒，或教會是木棵樹，這棵樹是倒著長的，我們的根養分是在天上，我們

今天表現在地上，是倒過來的棵樹。弟兄姊妹心裏面有沒有這幅圖畫？我們從基督那裏 download他的

養分，意念到我們身上，然後我們在地上行事為人。這一切都是神在我們裏面運行，要成就祂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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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願主祝福祂自己的話，我們知道在使徒保羅啟示裏，他藉著基督這一幅受苦為我們捨命，流血的

這幅圖畫，他看見神的能力，智慧和榮耀，他看見基督的榮美，高貴和裏面的尊貴。弟兄姊妹，但願這

個吸引我們的心，們說你是千萬人中的第一人，當我們唱詩但願耶穌基督的美麗從我們身上顯現，我們

說主啊，但願你的意念成為我的意念，好叫我能活出你的自己。我們有一點禱告。 

 

『我們親愛的主，我們把滿心的感謝，贊美獻給你。因為你愛我們，把你自己賞賜給我們作生命，不僅

如此，並且你藉著聖靈到我們裏面教導我們，啟示你的寶貴，並且解釋你在地上生活行事為人，你的意

念是什麼，主願我們有一顆心，像使徒保羅的勸勉，以你的意念成為我們的意念，以你的態度作為我們

為人的度，好叫我們在地上生活能夠真實走十字架的道路，真實的有基督降卑意念的生活，主啊，好叫

我們在地上能夠活出基督來，叫主的名在我們身上得著榮耀。謝謝你與我們同在，謝謝你將你的話語賜

給我們，感謝，禱告奉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