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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願像你!                         01/23/07 
  

本周經文：歌羅西書 3:1-17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

一同藏在 神裏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

榮耀裏。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欲和貪婪，貪

婪就與拜偶像一樣。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

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

（注：或作“陰毒”）、譭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

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像。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

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

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注：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

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做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

心。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注：或作“當把基督的

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以各樣的智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

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本周箴言：約翰福音 10：10＂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引言: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 兩個禮拜以前,我們教會有十對夫妻參加了一個

夫婦恩愛營, 大家都非常有收穫. 上個禮拜天,明哥和賀華給大家分享了他們在夫

婦恩愛營裏的體會.謝謝李牧師今天也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來給大家分享主的話, 

也談談我在營裏的一些感受. 謝謝許多弟兄姐妹的鼓勵和代禱. 

讓我們一起做一個禱告.“慈愛的天父, 主耶穌, 謝謝你的靈的帶領, 讓我這個不

配的人站在這裏侍奉你. 求你的聖靈幫助我們,讓我們所講的是出於你的心意. 是

你要教給我和弟兄姐妹的信息. 求你的靈感動我們每一個人. 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

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 阿們!” 

 

李牧師有一次在禱告會時帶我們唱了一首歌 “主, 我願像你!”這也是我今天要和

大家分享的題目.這首詩歌唱出了我們基督徒的心聲．我們都願活得像主耶穌！ 

可是我們有些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內，有時會有發自內心的感歎： 

＂我願意，但是活不出來！＂ 

＂我想做，可是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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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當我們和家人孩子相處時，我們常有這種感歎！ 

我們愛我們的配偶，但常常愛不出來； 

我們愛我們的孩子，但更多的是批評． 

我們所說所行，有時候有意無意地傷害了我們最愛的人！ 

我們不願做這些事；事後我們也會後悔． 

 

當然我們都會說：”人無完人.基督徒也有軟弱.”  

可是我們知道主耶穌給了我們新的生命;  

我們也知道聖靈就在我們心裏幫助我們,  

為什麼還會這樣呢?  

 

那麼, 我們怎樣才能活出我們的信仰? 

      我們怎樣才能活出那更豐盛的生命? 

      我們怎樣才能活得像主耶穌呢?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思想這個問題, 來探討我們怎樣才能活得像主耶穌. 

 

一. 舍己: 過一個 ＂為主而活”的生活  

 

歌羅西書 3:1-17 講了三個 “所以”.在 1-2 講了第一個“所以”: ＂ 所以你們

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

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主耶穌也在馬太福音 16：24 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舍己。”這裏所說的“求上面的事”, 不是要我們過一個不食人間煙

火的 “出世”的生活,而是過一個＂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 過一個＂為主”的生

活．過一個＂舍己”的生活． 

 

可是，＂舍己”又是談何容易！我們在日常家庭生活當中，常常活不出我們的信

仰，就是因為我們還是過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生活，沒有舍己．我們從牧師講道

中，從馮志梅姐妹的專題中，學到了許多道理．我們知道，作為丈夫，我們應該像

愛生命一樣去愛太太．可是在生活中，我們考慮問題，作決定，還是常常以自我為

中心，我以為怎樣，我想怎樣．並沒有更多地考慮對方的感受，自以為是，結果常

常出問題． 

 

也許我們會想＂我不是聖人，怎能不考慮自己呢？＂ 我們是受過孔老夫子的教育

＂仁者愛人＂；我們也聽過毛澤東的教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可是我們所看

到的更多的是自私自利，貪官腐敗，道德淪喪，看到的更多的是人的軟弱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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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弟兄姐妹，朋友們,正是因為這樣，主耶穌才道成肉身，給我們一個活生生的

榜樣；主耶穌才死在十字架上，並且死後復活，讓我們能靠主戰勝罪惡，戰勝死

亡！ 

 

孔夫子靠不住，因為他是人不是神！ 

毛澤東靠不住，因為他是人不是神！ 

任何人都靠不住，因為他們是人不是神！ 

只有耶穌才能靠得住，因為他是人也是神！ 

 

也許我們會想 “過 ‘舍己’的生活, 我不是太吃虧了嗎?” 是的,從表面上看, 

也許是有些吃虧;可從長遠看, 就絕對不是吃虧! 

 

當我們以自我為中心時,為自己去爭時,  

也許太太被我們壓下去了, 

也許丈夫被我們管治住了, 

可是夫妻二人的關係受到了傷害, 二人的感情受到了傷害; 

表面上也許二人還能維持在一起, 可是二人心裏的距離拉遠了. 

表面上也許我勝利了, 可是對整個家來講,是失敗了! 因為, 

也許我們有學位, 

也許我們有工作, 

也許我們有房子, 

也許我們有車子, 

也許我們有孩子, 

也許我們有許多物質的享受! 可是如果家裏沒有了愛, 我們的靈是孤獨的,我們的

心是乾渴的, 我們的家就可能會變成了一個戰場,一個冰庫, 甚至是一個人間地獄!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能靠聖靈引導,真正按照聖經的教導去做,過一個“舍己”的生

活, 一個 “利他”的生活, 我們也許沒有得到我們所要得,也許從表面上看我們是

吃虧了, 可是如果能因此而讓配偶感受到你的愛,感受到你的舍己, 而因此被感動,

能同樣作出舍己的努力, 那這個家才可能是個溫馨的家! 這個家才是個愛的歸宿! 

這個家就是個活在上帝的愛中的人間天堂! 

 

我們在夫婦恩愛營時，就特別被竹君師母的舍己的愛所感動。竹君師母以前是一位

非常美麗的女性。她的丈夫邱博士說她的一雙大眼睛最為美麗.。可是竹君師母 4

年多以前動了一個腦部大手術，歷時 15 個小時。手術以後左眼視神經受傷，左眼

失明。現在，右眼也看不清楚。她行動非常不方便。可是她從加州飛過來，帶領我

們聚會唱詩，敬拜讚美，分享禱告。她全心是為了支持她的丈夫, 也是全心為了幫

助我們. 她放下了自己需要! 看到竹君師母臉上燦爛的笑容，聽到她發自內心的朗

朗笑聲，我們真切的體會到上帝的舍己的愛，也看到了那從天上而來的平安和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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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中是這樣,在社會中同樣是如此. 如果我們基督徒都能過一個＂以上帝為中心

＂的生活; 過一個“為主而活”的生活．過一個“舍己”的生活,那我們就能更好

的見證和傳揚主耶穌的愛! 

 

也許你會說:”這樣當然好!可是我做不到!”是的,若靠我們自己,我們都做不到.幾

年以前, 我們團契在明哥周姐樓下聚會, 請一位講員來談家庭婚姻問題.講完以後, 

一位弟兄問道:＂這是不是太難了？＂講員回答說：＂不是很難，是不可能！ 若靠

我們自己, 我們都做不到.” 一定要靠主耶穌，靠聖靈的帶領，我們才有可能！當

我們的心思意念，所想所行都能被主所掌管時，被聖靈引導時，我們就能做到！正

像保羅在加拉太書 2:20 所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

是愛我，為我舍己．＂當然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不是一勞永逸的工作.在我們學習

靠主得勝的過程之中，我們和主的關係會變得越來越密切，我們就能活得越來越像

主耶穌！ 

 

所以，靠著聖靈的幫助，舍己，過一個為主而活的生活，我們就能越來越像主！ 

 
 二. 認罪：過一個勝過罪惡的生活  

 

歌羅西書 3:５－8 講了第二個“所以”:＂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

淫亂、污穢、邪情、惡欲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

到那悖逆之子。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但現在你們要棄絕

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譭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要治死罪, 因為

上帝是對罪是 忿怒 的. 基督徒要棄絕罪, 表示基督徒還會犯罪.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常常活不出我們的信仰，常常感到活不出愛，是因為我們還

在罪中．罪在伊甸園中使亞當和夏娃與神隔絕．罪也使所有的人與神隔絕．當然主

耶穌的死贖了我們的罪；主耶穌的寶血遮蓋了我們的罪，主耶穌的死和復活使我們

能戰勝罪．聖經在約翰一書 1：5 這樣說：“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在 1:７

說：＂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行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可是當我們基督徒

犯罪時，罪就使我們與神隔絕了，我們與上帝之間的那個＂愛＂的管道就被堵住

了，我們就沒有了上帝的愛的源泉的供給．所以，在罪中，我們愛不出來，我們愛

的生活會乾枯，我們會感受不到主的愛，我們會活不出來主耶穌的生命！同樣的, 

在罪中,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溝通也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們要真正的認罪悔改，我們要常常的認罪悔改，要過一個勝過罪惡的生

活！當然，我們若是靠著我們的血肉之軀，是不可能戰勝罪的．但是，靠著主耶

穌，靠著聖靈的幫助，我們就可以得勝，並且有餘了！這是主在聖經裏給我們的應

許！加拉太書５：１６說：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欲了.” 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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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7:25 說:＂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馬書８：３７說:＂

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也許有人會說：＂人非聖賢，誰能無過！＂ 是的，聖經在約翰一書 1：８也說：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 我們知道只要我們的肉身還在，我們就有罪

性，就有可能犯罪．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要有個警醒的心態，要靠主常常認罪悔改，

靠聖靈的幫助去潔淨我們的心，用主的話語去充滿我們的心思意念．如果我們能常

常在渴慕主的禱告中, 常常應用屬靈呼吸的方法,“吸入”聖靈所賜給的力量， “吐出”

心中的污穢和雜念，我們與主的關係越親近， 我們與主的愛的通道就會越暢通， 

我們就能越來越自如的活出主的愛， 我們就能越來越像主！ 

 

我和王敏結婚 20 多年了.誠實地說, 我很感謝主給我一個好太太. 王敏身上有很多

很寶貴的品格.可是我有時就是會為了一些小事而生氣, 以至與產生隔閡, 甚至惱

恨. 這惱恨的罪就影響了我們夫妻之間的關係.也影響了我與主的關係! 二月中我

們在夫婦恩愛營裏，有安靜的時間和配偶一起靈修,一起禱告,一起來到主的面前,

誠實地認罪.聖靈就清除了我們與主之間的通道, 也使我們夫妻之間的感情的通道

更為暢通. 我和王敏信主多年, 也常常在教會和家中禱告.可是像在營會中那樣兩

個人手牽手, 頭碰頭, 心連心的一起禱告, 是從來沒有過的. 那種在愛裏面的甜美, 

那種對主的感恩, 那種心愛的寶貝失而復得的心情, 那種兩個人在身心靈全方位的

合一,是語言難以形容的, 是再多的金錢也買不到的. 

 

所以，靠著聖靈的幫助，認罪，過一個勝過罪惡的生活，我們就能越來越像主！ 

 

這一次的營會對我們 12 對夫婦實在是有非常大的幫助.但是它並不會一勞永逸地解

決我們所有的問題. 這只是一個很好的新的開始.我們還需要, 第三: 

 

三．操練：過一個不斷成長的生活！ 

 

歌羅西書在 3:12-15 講了第三個“所以”:＂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

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

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

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做主，你們

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聖經在這裏清楚地告訴我們要用行

動去操練！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包容，饒恕愛心，還有感恩.這一切的美德

都需要通過行動來表現,需要常常操練才能有進步.單單知道, 單單同意, 單單欣賞, 

卻不去實行, 我們的靈命還是不會成長.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到活不出我們的

信仰, 是因為我們沒有常常地去操練！ 

 

我們在教會和團契聽了許多道理，我們有沒有回去常常操練呢？我們有沒有常常操

練李牧師教我們的三句話？我們有沒有常常對我們的配偶和孩子講：“你很好！對

不起！謝謝你!” 我們有沒有常常來到主的面前與主親近？感謝主的恩典？尋求主



  6 

的饒恕？等候主的帶領？當聖靈提醒攔阻我們的時候,當聖靈鼓勵安慰我們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抓住那稍縱即逝地感動,來操練我們對主的順服呢?  

 

這是一個生活操練的過程，是一個信心操練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明

哥常說，＂你去試試！你按照主的話去行，就會嘗到主的甜美！就會蒙福!＂ 當我

們所學到的道理對我們的生命有影響的時候,讓我們的生活有改變的時候,這些道理

才真正成為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才能變成我們自己的信仰!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 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 “知易行難!”這些

話我們許多人都很熟悉.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都是有限的，都是軟弱的．單靠我們

自己是很難持久的.我們必須靠著主的幫助,靠著聖靈的引導才能做到. 正向主耶穌

在約翰福音 15:5 所說: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也許我們會想: “舍己,認罪,操練,我們都需要靠著主的幫助,靠著聖靈的引導才能

做到. 我們怎樣能被聖靈掌管和引導呢?”這正是我們的信仰寶貴的地方.因為基督

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主耶穌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是大有能力的！歌羅西書 3:16-17

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用詩章、頌詞、靈

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我們必須好好讀經, 把主耶穌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 

我們必須常常禱告, 和弟兄姐妹一起用詩歌頌詞,來敬拜讚美主; 

我們必須打開心門, 用心靈和誠實來渴慕主,放下思想中的一切包袱,包括工作和家

庭. 像一個孩子一樣,單單得仰望主,數算主的慈愛,憐憫,和恩典. 

 

當我們按主的話這樣做時,聖靈就會奇妙的做工!我們就能慢慢的  “無論做甚麼，

或說話、或行事” 都能按照主的旨意去行. 我們就能體會到像明哥上個禮拜天講

道時所說, “蒙福並不難!” 

 

兩周前在夫婦恩愛營時, 我們 12 對夫妻常常一起操練,手拉手，面對面，眼對眼，

真情地向配偶表示我們的愛和感激，請求對方的饒恕，我們就從心裏體會到主耶穌

的愛的寶貴，體會到主耶穌的恩典的巨大；就真切的經歷了聖靈的大愛和大能！ 

我們就看到積怨多年的夫妻重歸於好; 

我們就看到弟兄姐妹的臉上有那發自內心的笑容； 

我們就聽到丈夫對太太說：＂二十多年了，這是我第一次說，對不起！請原諒！＂ 

我們就聽到太太對丈夫說：＂我等著這一句謝謝，等了二十多年了！＂ 

這實在是聖靈的工作,不是人力可為的. 

 

讓我們一起再操練一遍李牧師教我們的三句話：＂你很好！對不起！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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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們講不出口這三句話，是自以為不願講違心的話． 

明明是先生有很多問題，為什麼我要說：＂你很好＂？ 

明明是太太錯了，為什麼我要講＂對不起＂？ 

明明他做了對不起我的事，為什麼我要講＂謝謝你＂？ 

 

當然，我們必須誠心誠意地講，才有意義！ 

從這張幻燈片,你看到了什麼? 

我們講＂你真好＂，是因為我們不僅看到那些小黑點,更要看到那些小黑點周圍的

絕大部分的潔白!   

我們講＂對不起＂，是因為是我們使對方不開心，誰對誰錯並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講＂謝謝你＂，是因為我們只要謙卑下來，一定會發現對方值得感謝的地方！ 

 
有時我們會問，＂究竟聖靈的感動和我們的努力是個什麼關係？＂聖經告訴我們，

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約翰福音３：１６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它的獨生子賜

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 上帝愛我們每一個人，只要我

們願意信主耶穌，就會有永生！可是如果我們定意不接受，就是不信，上帝也只好

任憑我們． 

 
主耶穌把聖靈放在我們心裏，作為我們隨時的幫助．可是，如果我們以＂自我＂為

中心，活在罪中，聖靈也沒法工作!  

 

上帝把他的話賜給我們，作為我們人生的指南；可是如果我們根本不去讀聖經，上

帝的話也無法其作用！ 

 

上帝的愛就像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我們頭上，如果我們能憑信心去抓住那只大手，我

們就可以像個孩子，在上帝的樂園裏自由地開心地生活． 可是如果我們就是不去

抓那只大手，只憑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奮鬥，上帝也只能說 “孩子,早點回家把!” 

 

李牧師說：＂只要沒有病，就一定會成長！＂ 一棵植物是如此: 只要沒有病，只

要有陽光雨露,施肥除草,就一定會成長！一個人是如此，只要沒有病，只要有健康

的飲食和鍛煉, 就一定會成長! 一個屬靈的生命也是如此: 只要我們靠著聖靈的幫

助，走在正道上,常常地操練，就能在成聖的道路上逐步的成長！就能活得越來越

像主耶穌！ 

 

所以，靠著聖靈的幫助，操練，過一個不斷成長的生活，我們就能越來越像主！ 

 

結論: 

 

各位親愛的弟兄姐妹, 各位好朋友,主耶穌他愛我們!  

他愛我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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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們過去的光景怎樣, 

也不管我們現在的情況如何, 

只要我們願意,他就會給我們新的生命,並且更豐盛! 

耶穌愛我們,我們愛耶穌,我們也經成功了! 

我們不必為了我們的軟弱而內疚,因為主知道我們的軟弱,他知道靠我們自己我們做

不到,所以他把聖靈賜給我們. 

 

只要我們按著主的話去行,讓聖靈掌管我們, 讓聖靈引導我們, 

舍己，過一個為主而活的生活， 

認罪，過一個勝過罪惡的生活， 

操練，過一個不斷成長的生活! 

 

讓我們就能有那更豐盛的生命! 就能活得更像主耶穌!    

 

讓我們同心禱告: “主耶穌,謝謝你的慈愛憐憫和恩典.主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都能

更信你,更愛你,更像你! 讓我們都能活出你的愛出來!讓我們都能更熱心的和人分

享你的愛! 願你的國度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讓更多的人能經歷你的愛,有那新

的生命,更豐盛的生命!我們這樣感謝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名求,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