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认识并经历基督为榜样 
(国殇节特别聚会) 2019/7/8-14 

Ⅰ．我们若要认识基督为榜样，就应当里面思念基
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Ａ．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敞开自己，
好让『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得以在我们里面。 
腓 2:3 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
思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4 各人不单看重自
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5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
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１．五节里，你们里面要思念的，是指三节的『看』
和四节的『看重』。 
２．心思卑微与私图好争并贪图虚荣相对；这必定
不是我们天然的卑微，乃是基督的卑微。 
３．当基督倒空自己，并且降卑自己的时候，祂里
面有这种心思和思念 
Ｂ．要有这样的心思，我们需要在基督的心肠里，
就是在祂内在柔细的感觉和思想里，与祂是一。 
Ｃ．基督的心思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这心思是活
的；基督的心思其实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的人
位显明在祂的心思里。            月 
Ⅱ．我们要经历基督，就需要认识祂是榜样： 
Ａ．在腓立比二章五至九节，保罗陈明基督是榜样；
我们必须让这榜样灌注到我们里面。 
腓 2:6 祂本有神的形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
夺之珍，紧持不放，7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
状，成为人的样式。 
Ｂ．基督徒生活的榜样，乃是这位倒空自己并降卑
自己，被神高举并荣耀的神人救主: 
１．主虽然与神同等，但祂不以此为强夺之珍，紧
持不放；反之，祂倒空自己，将祂所有的，就是神
的形状，摆在一边：ａ．主成为肉体时，没有改变
祂的神性。ｂ．祂只将祂外面的彰显，由神的形状
变成奴仆的形状。 
２．主成为『人的样式』： 
ａ．神的形状，含示基督神格内在的实际；人的样
式，指出基督人性外在的表现。 
ｂ．祂外面显于人的是人，但祂里面却有神格的实
际，就是神。ｃ．基督进入人性的情况，显为人的
样子。 
３．基督降卑自己，顺从至死—死在十字架上： 
ａ．降卑自己，是进一步的倒空自己。 
ｂ．基督的降卑自己，显明祂的倒空自己。 
ｃ．十字架的死，是基督降卑的极点。      火 
４．子甘心乐意倒空自己，成为受造的人，来作顺
服权柄的代表：腓 2:8 既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
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ａ．主耶稣存心顺服，走顺服以至于死的路。 
ｂ．主『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来 5:8祂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1) 神命定基督受死，祂顺从了。 
(2) 祂是因受死的苦难，学了顺从。 
ｃ．主一直顺服，也把顺服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信
徒的顺从乃是接受基督作顺从之榜样的结果。 
５．主降卑自己到了极点，神却将祂升为至高，又
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水 
Ⅲ．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有个迫切的需要，
就是经历基督作我们的榜样： 
Ａ．我们的榜样基督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可
经历的；那位树立榜样，并且自己就是榜样的，如

今乃是内住的神，在我们里面运行。 
Ｂ．基督作我们生活内里榜样的原则，乃是我们即
使有最高的标准或最高的地位，我们也不该紧持不
放。 
Ｃ．我们必须在基督的人性生活上，特别是在倒空
自己、降卑自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珍而
紧持不放等事上，活基督： 
腓1:20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
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
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21 因
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１．我们里面有一个能倒空自己并降卑自己的生命。 
２．这个生命从来不以甚么东西为强夺之珍而紧持
不放，反而总是乐意舍弃地位、舍弃头衔。       木 
Ｄ．我们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这榜样
就是我们里面钉十字架的生命：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
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
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１．在腓立比二章五至八节里基督降卑的步骤，乃
是钉十字架生命各方面完满的活出。 
２．基督顺从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钉十字
架的生命完满且绝对的活了出来。 
３．当我们活基督时，我们就是活那作钉十字架生
命之榜样的一位。 
林前 2:2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
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这位钉十字架的。     金 
４．借着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我们就能经历复活的
大能。５．地上最高的生活，乃是钉十字架的生活；
每当我们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时，神就会带我们进入
复活里。 
腓 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
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６．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以基督
这钉十字架的生命作我们日常生活的榜样，祂就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被高举。 
腓2:9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
之上的名。                                 土 
 
 
 
 
 
 
 
 
 
 
 
 
 
 
 
 
 

  



Crucial Point①: 为了以基督的心思为自己的心思， 
每天早晨，与同伴一起读并祷读主的话 

OL1: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敞开自
己，好让『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得以在我们里
面。 
OL2: 基督的心思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这心思是
活的；基督的心思其实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基督的
人位显明在祂的心思里。 
腓 2:3 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
思 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4 各人不单看重自
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5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
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腓立比书的主题乃是经历基督。这卷书首先在
一章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之灵包罗万有全
备的供应。不仅如此，这全备的供应乃是叫我们活
基督并显大基督。我们活基督的凭借，就是那灵全
备的供应。接着，二章题出我们经历基督的另一个
点。我们经历基督的第二种凭借，是让基督耶稣里
活的心思在我们里面。宇宙中有一个活的心思，保
罗称之为『这心思』。这活的心思等候你敞开自己，
让祂进来。这不仅仅是你接受基督作榜样来效法祂。
这里的点是说，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是非常实际、便
利的。尤其祂的心思非常活而主动。 

保罗在他的著作里有时候说到基督的温柔，与
基督的和蔼。（林后十 1。）然而，温柔与和蔼不是
人格化的。但这里祂的心思好比一个人位。你不能
说基督的温柔或和蔼住在你里面。保罗没有使用这
种说法。他乃是说，要让基督耶稣里的这心思在你
们里面。这意思是说，实际说来，基督的人位是在
祂的心思里得以显明。我们必须接受这位实际的基
督。祂是活的，祂的心思也是活的，并且等候我们
向祂敞开。 

我们一旦让基督活的心思在我们里面，这心思
就要来变化我们。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必
须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罗马十二章二节说，『要
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更新的心思，有灵的心思，
乃是基督的心思所内住的心思。在基督里的这心思
乃是使人变化的心思，将人更新的心思。基督的心
思在我们里面，乃是为着我们的变化。我们不仅仅
在外面跟随基督的脚踪，更让基督活的心思在里面
来变化我们。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就像基督的心思是基督一样，你的心思是你自

己。因此你在心思中考虑什么，极为重要。你需要
保守你的心思。譬如，你看内容不良的视频，就被
不健康的思想所充满。看着暴力打斗的视频，心思
就被粗暴的想法所充满。读着描写人物任性任意的
漫画，心思就被任性的想法所充满。还有在与朋友
的交友关系中，必须避开不敬畏神，道德感稀薄，
喜欢堕落的人。否则，通过交友关系，你的心思就
会被弄脏。可是，如果读圣经，祷读主的话，你的
心思就被圣别，更新，变化。即使不看堕落的视频
和漫画，没有堕落的交友关系，如果不读圣经，你
的心思绝对不能被更新。 

每天早晨祷读主的话，灵被复兴，心思得更新
是非常重要的。有时，你可能会觉得早上的晨兴，
没那么被复兴。可是，请你借着信心，每天早晨花
10～20 分，持续「晨晨复兴」。如果坚持下去，必定
能体会到那个极好的果效。如果有还没实行的人，
请寻找同伴开始“晨晨复兴”。 

如果没有神，你就容易接受撒旦的话，心思被堕落
的思想和消极的思想所充满。你不可打算凭自己胜
过撒旦。你没有面对撒旦的力量。只有基督与召
会，主的话和过召会生活的弟兄姊妹能打败撒旦。
你如果读圣经接受耶稣的心思到自己里面，带着谦
卑的心思往前的话，神必定拔高你。 
约一 2:14 青年人，…你们刚强，神的话住在你们
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祷告：“哦主耶稣，操练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请
将我从弄脏我的心思的视频，漫画，交友关系中拯
救出来。愿每天早晨与同伴一起向神的话敞开，借
着祷读主的话，使我的灵被复兴，心思得更新。我
的心思向你敞开。基督的心思请扩展到我的心思
里！阿们！”          

Crucial Point②:基督藉着苦难学习顺从。 
这样的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榜样。 

OL1:基督徒生活的榜样，乃是这位倒空自己并降卑
自己，被神高举并荣耀的神人救主。腓 2:5 你们里
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6 祂本有神的形
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珍，紧持不放，7 反
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8 既
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9 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又赐给祂那超乎
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是人，要顺服很简单，只要谦卑就能顺服。
但主要顺服不简单，主的顺服比祂的创造天地还难，
因为祂必须倒空了一切神格的荣耀、能力等等，必
先取了奴仆的形状，才配得到顺服的资格。所以顺
服是神的儿子创造的。 

  原来子和父是一样的荣耀，但主来到地上，一
面把权柄丢掉，一面把顺服拿起来，存心要作奴仆，
接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作了一个人。不只到此，
主又降卑自己，存心顺服，神格中的顺服是全世界
顶奇妙的事。因祂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
痛苦的死，是羞辱的死，结果神将祂升为至高。自
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神的原则。 

  来五 8 告诉我们，主顺服是从苦难中得到的，
苦难给了祂顺服。遇到苦难还能顺服才是真顺服。
人的用处不在有无苦难，乃在因苦难学得了顺服。
顺服神的人才有用处。心不软下来，苦难总不离开
你。多有苦难是我们的路，贪安逸爱享受的人没有
用处。总要学习在苦难中能顺服。因主到地上来，
不是带了顺服来，乃是因苦难而学了顺服。 

  救恩不光是为叫人欢喜，也是为叫人顺服。人
若光为喜乐，其所得的必不丰盛，唯有顺服的人才
能经历救恩的丰盛，否则就把救恩的性质改变了。 

应用：在职青年・硕士篇⑴ 
彼前 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
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狂傲的
人，赐恩给谦卑的人。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
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基督成为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完全顺服父。

祂顺服父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是基
督创造的，顺服就是基督。一面，撒旦因着骄傲，
从天使长堕落成为神的仇敌。 「神敌挡狂傲的人」，
实际上狂傲是从神的仇敌撒旦来的，是撒旦的意思。
因着堕落，撒旦住在肉体中，心思置于肉体的人是
骄傲的。但心思置于灵，与基督是一，就能谦卑服
从。 
 



  人容易骄傲。例如，在公司遇到困难的时候，
向主祷告，请弟兄姊妹祷告。因着主和召会，那个
很难突破的问题就突破了。之后，人忘了基督和召
会的恩而骄傲，觉得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突破的。
事实上，这样的想法是魔鬼，是从撒旦来的。这样
的时候，你应该要马上在人面前见证，「我是因着基
督和弟兄姊妹的缘故突破了这个困难的问题」。因着
人的性质是堕落的，不早一点宣告就会被撒旦引导，
使你成为骄傲的。所以，你需要尽可能早一点宣告
主的恩典，断绝撒旦的诱惑。 
 祷告：“哦主耶稣，将我从撒旦的思想、和各种
骄傲中拯救出来。将心思置于肉体，撒旦就会窃窃
私语，接受撒旦的话就会骄傲。借着主的恩典成功
的时候，将心思置于灵，与基督成为一，谦卑、服
从主。接着，马上见证、宣告主的恩典，愿我能够
断绝使我骄傲的撒旦的诱惑。我要以基督为我的榜
样，借着苦难学习顺从！”。 
Crucial Point③:在主的恢复中，我们的迫切的

需要：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经历复活的力量 
OL1:借着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我们就能经历复活的
大能。弗 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
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
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
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
在内，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
万有的头；OL2:地上最高的生活，乃是钉十字架的
生活；每当我们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时，神就会带我
们进入复活里。腓 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
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使我认识基督、并
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11 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 
OL3: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以基督
这钉十字架的生命作我们日常生活的榜样，祂就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被高举。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中间有个迫切的需要，
就是经历基督作我们的榜样。我们迫切需要经历祂
作我们钉十字架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与私图好争并
贪图虚荣是完全对立的。在召会生活里，我们若不
是以钉十字架的生活作我们的榜样，就是自动过着
私图好争与贪图虚荣的生活。没有第三种生活方
式。……这是极其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诚实地面
对自己，想想我们在召会中向来所过的生活。你若
回顾已过召会生活的年日，就会发现，每当你没有
以钉十字架的生活作榜样时，你就过着争夺虚荣的
生活。 

这生活就是那倒空自己并降卑自己的基督。以
这个钉十字架的生活作我们的榜样，就能开启复活
之门，带我们进入复活的大能里。出于神的高举，
绝非来自私图好争或贪图虚荣。我们越寻求虚荣，
我们的光景就越可耻。追求虚荣实际上一点也不是
荣耀，乃是羞耻。同样，我们与他人争竞的结果，
绝不是被高举，乃是被降为卑。地上最高的生活，
就是钉十字架的生活。 

圣徒时常抱怨自己软弱。甚么时候我们不以钉
十字架的生活作我们的榜样，我们就会软弱。你若
在家庭生活、日常生活或召会生活中是软弱的，这
指明你没有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因此你也不在复活
的大能里。……我们要进入复活的大能，入口乃是
钉十字架的生活。保罗对腓立比圣徒的期望，乃是要
他们过这种钉十字架的生活，进而经历复活的大能。 

我过召会生活的这些年间，看见许多争夺虚荣
的事例。所有私图好争的人都走下坡路，没有一个
例外。在召会生活里，争竞是极其愚昧的。我们应
该惧怕这个，过于惧怕蛇。 
腓 2:3 凡事都不私图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
思卑微，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⑵ 
赛 14：13 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
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
北方的极处。14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
至高者一样。15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
处。 

撒旦反叛的目的是抬高自己，试图与神平等。
人堕落之后，撒旦就住在人的肉体里。因此,撒旦不
仅在外面工作,也在人里面工作。 人的野心，竞争
心,虚荣心不是外面的撒旦，而是从住在肉体里面的
撒旦而来。撒旦想要与神竞争。当你按照野心、竞
争心、虚荣心生活时,就是把心思置于肉体,和撒旦
是一的状态。比起注意外面做工的撒旦，你要更警
戒肉体里面的撒旦。因为撒旦在你里面，离你很近,
所以他为了不让你照着神的经纶生活而不断做工。
罗 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
乃是生命平安。7 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
仇，因它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例如,某个项目或上司或同事是神带着积极的
目的,为你安排的。 然而,你天然的人不喜欢那个项
目或人。 在这个时候住在你肉体中的撒旦对你说话，
让你憎恨他们，激起你与他们争竞的心。一旦在人
里面有这样争竞的心时，去除它是很困难的。这时，
你在竞争心中进行时，就会怨恨神，陷入大混乱和
死里。(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请你注意,竞
争心是从住在肉体里面的撒旦来的。因此请宣告“撒
旦，你退去！”将肉体置于十字架，在复活中前进。 
祷告：“撒旦，你退去，你不仅在外面,也在我的肉
体中做工,特别是激发我的竞争心，使我讨厌上司和
同事。哦--主耶稣,我现在将心思置于灵，借着耶稣
基督灵的丰满的供应，将被钉十字架的生命的基督
作为我工作生活的模范。借着那灵，将肉体钉在十
字架上,经历复活的力量。阿门！”   
 

高品福音 第 13 課 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下） 
太 11:19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哪，一
个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
从她的行为得称为义。 

救恩是个人主观的经历(2) 
救恩甚至不是领会或意志的问题，我们已经看

过，救恩乃是遇到神的问题，就是人与救主基督有
直接的接触。所以，你会问我，什么是人与神接触
最基本的条件？ 

我要用撒种的比喻来回答你。在我看，圣经在
这里明文的告诉我们，神只要求一件事。那落在好
土里的，就是人用诚实善良的心听了道，便持守住，
并且忍耐着结实。” （路八 15，另译）。神对人的要
求是“诚实善良的心”—因为诚实，所以善良。不
管他想不想得救，不管他明白不明白；只要他预备
好在这事上向神是诚实的，神就预备好来遇见他。 

罪人蒙恩的基本条件不是相信或悔改，而是单
单有这颗向神诚实的心。神对他没有别的要求，只
要他存着这种态度到神面前来。在充满诡诈的心里



面有这么一点的正直，好种就能落在其中，结出果
实。两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是全然诡诈的，但
其中一个里面有一点诚实的心愿。在殿里祷告的税
吏是个弯曲的人，但在他里面也有那一点诚实，承
认他的罪，并呼求神怜悯他。 

就如前面叙述的几件事例所指明的，我们该鼓
励每一个罪人用诚实的心跪下祷告，坦然的告诉主
他的情形。圣经吩咐我们基督徒必须在主耶稣的名
里祷告，我们当然领会，这不是仅仅一种话语的形
式，乃是一种相信祂的行动。但对罪人来说，有些
不是在耶稣之名里所发出的祷告，神也会听。在徒
十 4，天使对哥尼流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
已经上达神面前，蒙记念了。”人从心中诚实的呼
求，神就垂听。罪人的心能摸着神。 

主是近的 
彼得引用约珥的话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

救。”（徒二 21）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神已经成就了
另外一个应许（彼得从同一个预言所引用的），就是：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17）
因为圣灵已经浇灌在一切的人身上，所以人只要呼
求就够了。 

我始终相信，当我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
降在他身上。我不是说那灵在不信者的心里，我是
说祂就在外面。祂在作什么？祂在等候着，要把基
督带到他们心里。圣灵在等待进入听见福音者的心
里。祂就像光。只要把窗户稍微打开，光就流泻进
来，照亮室内。只要从心中向神呼求，就在那时刻，
那灵就进来，开始祂变化的工作，使人知罪自责、
悔改并相信—这就是重生的神迹。 

哦，我们的神能作的是何等奇妙！祂是一位活
的神，预备好施行怜悯。即使人能比现在的情形好
一点，也无济于事；即使他们更坏，也不会妨碍神
的救恩。祂所要寻找的是“诚实善良的心”。永远不
要忘记圣灵就在这里，有能力推动人的心归向神。  

詩歌:719 福音 ― 劝导 
1. 你若愿意脱离罪的苦情，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你若渴慕得着新的人生，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副) 

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倚； 
现在，将心门开启；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2. 若觉恶性，自己不能治服，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若感虚空，世界不能满足，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3. 若要黑暗变成无上光明，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若要病痛转为永久康宁，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4. 若要心中充满快乐欢喜，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若要全人进入平静安息，让基督来进入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