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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基督里」系列第一讲 

主题：门徒的特质(一)  

大卫‧ 普莱特博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在基督里」系列第一讲。我是大卫‧ 普莱特博士。今天的

主题是「门徒的特质」。 

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 11 章。今天，我们要展开一个全新的系列，我要带大家深

入探究「在基督里」这个课题。什么是「在基督里」呢？我们要一一来了解，所谓「在基督

里」的意思，要如何与基督同行呢？如何才能算是主的门徒？才是基督的跟随者呢？ 

我们学习的目标不是光是知道什么是「在基督里」，而是要装备自己，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带

领别人来跟随主，使他们也一同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单顾自己。我们的目标，不

是只把马太福音十一章读完，然后自得意满的说，「哎呀，真高兴，我得着真理了！」我们

的目标是使我们有能力走出去，将马太福音十一章所教导的真理传给其他人，也就是说，在

学习完这整个系列之后，我们都完成装备，不仅自己明白如何活在基督里，更能引导别人也

能活在基督里。因此，我们不再只做真理的领受者，更要做真理的扬声器。福音不会在我们

面前歇脚，而是要透过我们更多的传扬出去。 

好，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要看 28-30 节，但先从 25 节看起比较完整。「那时，

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

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

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第 28 节，「凡劳苦担重担

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接着，「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天父，我们向祢祷告，求祢开启我们的眼、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这至深至大的、令人欣慰

的真理，我们甚愿祢的话语深触每一位听众的心，并且转化我们的眼光，使我们明白如何来

跟随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相信最后三节，第 28、29、30 节，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最有力、最叫人信服，也是最

美的盼望，那是主为我们所预定的基督徒生命。但同时，这三节经文对我们今日的属灵景况

也是一个最清晰、又强烈有力的提醒。我希望你能从经文中学到二种生命改变的真理。我相

信那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总结。它所传达的本质，是基督教信仰有别于世上其他宗教的根本之

处。我要请大家来认识这二种改变生命的简单真理，并且我确信，今日的许多教会都因不了

解这样的真理正面对危险的试探。 

第一个真理：我们要到耶稣面前卸下一切所有。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诠释，来到耶稣的面

前，卸下一切所有。现在，从这段特殊的经文所呈现的影像中，有个重要的支配物，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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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轭」。轭，是一种用木头做的横杆，坚固又沉重，它被用来驾驭牛拖车或拉犁。通常轭可

以放在一头牛身上，但是也可以同时让二头牛来扛，一头牛扛一端，这样可以合力来拖重

物。如果你是用二头牛来协力负重，基本上，都会安排一头比较壮的牛，另一头则比较弱。

这样，壮的牛可以多承担弱牛的负荷，因此，只要有一头是老练有经验又强壮的牛，就可以

一起来执行主人的命令，这头弱牛就容易靠壮牛的帮助，合力完成差事。好，现在你大致上

了解轭的使用，及这段经文所描述的一个背景。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话，

这些犹太人长期生活在一种严谨的、刻板的宗教系统中，他们周遭尽是律法师和解释旧约的

法利赛人，他们将律例条文加在百姓身上，要人们守这个规矩、守那个规矩。不光是传承旧

约律法，他们还额外的加编 600 条条文、规则，要求百姓奉行，于是，信仰成了一种用千条

万例来辖制百姓的宗教。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劳苦重担」，指的就是这个，让百姓疲

乏、厌倦难当的律法生活。活在这么多规则、教条之下，让他们觉得永远不可能合格，永远

都达不到标准，并且，条文是一再的增加，心头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好，先在这里暂停一

下。 

我们先跳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在二十三章里耶稣也用和十一章 28 节同样的话来谴责文士

和法律赛人所加诸给百姓的重担。仔细听看看耶稣怎么说，从第 1 节开始到第 4 节，「那

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

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

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这就是当时的景况，你看到一群人活在这样的宗教环境里，扛着持续加重的教条担子。耶稣

来，对他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又说，「你

们当负我的轭」，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到耶稣跟前卸下一切所有的！怎么样到祂跟前，

又负祂的轭呢？首先，就是把所有罪的重担全交给祂。我们把所有罪的重担全交给祂！我们

了解，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用不断增加的律例规章来约制百姓，让人们一再地被提省，我离律

法的标准甚远，我是不合格的，我永远都不够好，百姓们陷在内疚自责、羞愧当中，因为他

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律法的标准。更糟的是，律法上再加律法，更多的要求，带来更深的罪疚

与重担，这些宗教领袖和律法师就这样用永无止境的法条将罪堆在百姓的身上。当我读到这

段经文，我内心最深沉的担忧，就是看到今日的教会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把第一世纪文士和

法利赛人所做的加诸在现今的信徒身上。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的跨文化系列，我们曾提到罪的结果，产生了内疚、羞愧和恐惧，

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罪恶感和羞愧感也迥然不同。但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一件很有趣

的事，数不清有多少回，当我好奇的问一些人这么一个问题：「你听到『罪恶感』这个字，

你会直接联想到什么？」好多人竟然异口同声的回答：「教会！」他们直觉的反应是「教

会」。他们说，「我不想去教会」，「因为每次聚会结束后，都让我充满了罪恶感。」 

这个状况很值得好好讨论。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是否我们在教会，

也像第一世纪的宗教领袖和律法师，把一大堆的律法例规条堆在弟兄姊妹身上，要做这个、

遵守那个，以此来要求人们过虔敬的生活，而让会众产生更多、更多的罪恶感。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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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果你相信主，信靠耶稣基督，就不用再承受罪所带来的重担了。因为祂完完全全为你

担当了！祂背负我们罪的重担，将它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着永生。诗篇 103 篇 12

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以赛亚书四十三章 25 节又说，

「惟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记念你的罪恶。」祂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这就

是马太福音十一章这里说的「负轭」。我们到耶稣跟前卸下一切所有的，要卸下给祂的，就

是罪所带来的重担。这是成为基督徒最棒最美的地方，我们不需要再背负自己的重担，然

而，基督徒的生命历程不是到此为止，我发现很多人的信仰到此就告一个段落，好像耶稣既

承担了我一切的罪，就行了。问题是，那接下来呢？你把所有的罪交给耶稣，那么接下来你

打算如何过日子？一旦耶稣为你担当了一切过犯后，你要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如果，

你在这里打住，有很多的问题将找不到答案，也错失了耶稣对你的呼召。所以，我希望你能

明白，当我们谈到，要来到耶稣跟前将一切卸给祂、并成为基督的跟随者时，让耶稣背负我

们罪的重担，绝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而是刚刚踏上的起点。 

第二件我们要交给耶稣的，就是我们完全的、彻底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神。我知道

「完全的」、「彻底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我想用三到四个不同的词来说明这一点，好使

我们能真正明白。完全的、彻底的、全部的、绝对的无能以至于愿意顺服神。在经文中，耶

稣所提到的轭，是以祂自己的轭与犹太律法做对比。耶稣对众人说，你们承受律法的重担，

这里要特别小心留意，耶稣并没有说律法是坏东西，有害无益，祂相信律法本是好的，事实

上，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曾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怎么

样？「乃是要成全」，耶稣来是为了要成全律法。  

律法本是好的。耶稣可没对百姓说，「到我这里来，律法根本就不重要，你到我这里来，就

可以过你想要的生活。」耶稣的意思绝非如此，祂所说的是，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你面对律

法，却无法靠自己来履行律法。祂说，你要到我这里来，因为离了我，你永远不可能顺服

神，也无法讨神的喜悦。但现今的基督教信仰出现一种危机，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的。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靠自己来遵行律法，靠自己就能得神的喜悦，我发现大多数信主的人都

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过基督徒生活，落入这样的信仰危机却毫不自觉。 

请仔细听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的思想这件事。通常我们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定义，一般都会马

上联想到我们平时所做的事，好比，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就要祷告、读经、传福音、看正

规的电影，然后，你不抽烟，不说粗俗无礼的话，世人所做不合礼法的事，你也一概远离，

如此总总，让你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基督徒。并且，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深信，只要我们

奉行该做的、又远离不该做的，就能活在神的喜悦中，因此，只要我们都做到了，神必定会

高兴得大大夸奖我们一番；反之，若我们做的不够多、不够好，失败了，那神对我们也绝对

失望透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面对的事实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必需彻底认知的根基

是，你绝对无法靠行为来取悦神，绝对无法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悦！ 

律法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可以用他的行为表现来赢得神的恩典、赦免与喜悦，有些人对此深

信不移，但这不只是律法主义者所落入的一个陷阱，我们不也常常有这样的迷思吗？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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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常落入这样的试探吗？这有点像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种杂技表演，表演者用小棍棒

可以同时转动许多盘子，从一个盘子开始转，不断加速，边转还能满场跑，然后再加转另一

个盘子，又一个盘子，同时转个五到十个盘子都不成问题，然后还能忙而不乱的随意移动。

如果有盘子不稳了，快掉下来了，他就实时加把劲，再把它转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基督徒

的生活跟这个有点类似？我去祷告，又祷告，我去读经，在家里这么做，上班的时候也这么

做，我需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是我的基督徒生活，我必需让所有的盘子都转动。要做这

个，也别忘了那个，把我们认为该做的都做好，这才像是一个基督徒。你不会觉得累吗？你

没有厌烦过吗？我再强调一次，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这样的基督徒生活，要靠做好每一件

事情来得神的喜悦，会失去真正的重点。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赢得神的赞许并不容易。所

以，耶稣才会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 28 到 30 节提醒我们，那些不是基督徒生命的重点，一点

也不是。这是第一世纪犹太世界的祸害，而更确信，它也是我们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信徒该明

白的祸害。 

弟兄姐妹们，你要有正确的认识啊！这些所谓敬虔的男女，为了讨神喜悦，忙着竭力平衡所

有转动的盘子，事实上却跟无神论者远离神是一样的！我先跟大家举个例子，来了解这个想

法是怎么产生的，我用两种情况来说明。 

第一种情况。假设你的闹钟在清晨嚷嚷作响，你立刻醒来了，因为你知道接下来你可以享受

一段宁静的时间。所以，你很快下了床，花了些时间来祷告，接着读经，这一天的开始充实

又美好，然后准备上班去了，每件事都这么井然有序，享受有主同在的生活令人格外踏实。

每件事都很顺利，你与主同行，与主交通，平顺的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的途中又有机

会向人传福音。这是第一种情况。 

再来，第二种情况，闹钟同样在清晨嚷嚷作响，但是你狠狠地把它按下六、七次，继续睡了

又睡，直到原本可以享有的宁静时间都溜光了，心不甘情不愿的下了床，匆匆忙忙的准备上

班，每件事都一团混乱，接着好像又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你很辛苦的熬过一天，事情并没

有按着该有的步调走，哎，感觉神的同在到处都是，就是不在我这儿。你忙碌奔波要把每件

事处理好，一天结束后，你也几乎累瘫了！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个星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日

子呢？二种不同的剧情，现在，我要问你，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蒙神祝福？哪一种比较可能

把人带向基督？ 

我们的选项绝大多数一定是第一种，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认定呢？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都相

信上帝会根据我们在生活上的表现来评分，为什么上帝会选择祝福这个多过于那个呢？我们

的答案大概会认为，因为第一个人的生活与上帝同行；另一个似乎把上帝都丢一边，在属灵

的事上都没预备心，所以，神大概不太会用这种人。这种想法遮蔽了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我

们必须除掉这种倚靠好行为得奖赏的想法，因为事实不是这样，不是倚靠我们的行为。无论

是哪一种情况，上帝的祝福都是根据祂自己的恩典，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不是根据我

们交出什么成绩单，因为无论我们拿出什么，都不够好。有一位清教徒曾经说过，「即便是

我们悔改的眼泪，都需要耶稣的血来洗净。」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即便我们终其一生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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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律法的标准，来谨守律法，又尽心竭力的做对的事，以此来跟随神，讨祂的喜悦，那么我

们只会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失望。 

来听看看伊安‧ 托马斯(Ian Thomas)怎么说？他的话深深的触动我，伊安‧ 托马斯说，「我

提过许多的主日学老师、牧师、宣教士，和一些平凡却认真热心的基督徒，他们都是非常棒

的人，你一定会想见见他们。他们努力的传扬救恩，绝不是假冒伪善的基督徒，然而，却个

个疲惫万分，极度的疲惫厌倦。他们的内心被挫折感、失败感、无力感所淹没，这些外在看

来勇敢，富有责任感，有爱心又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内心深处却是如此枯竭乏力。有数不

清的时候，他们在床边跪下来，哭着向神呼求，『神啊，祢知道我实在是困苦贫乏，我实在

是空虚啊，祢知道我有多败坏，祢都知道。』他们如此呼求，却得不到答案。」伊安‧ 托马

斯又接着说，「这是基督徒的咒诅，也瘫痪今日教会的许多事工，它与神的话语为敌，藐视

神的意念、神的旨意和神的审判，让这些预备献身的弟兄姐妹反倒深觉受神责难。靠属肉体

的力量立志成圣，反倒厌恶自己，又自形残秽。 

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是将我们一切的软弱卸给耶稣，以至于能全然顺服神。靠

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停止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极致来讨神喜悦，来顺服神。不要继续在你

无法得胜的战役中缠斗！你就算拼了一辈子，也不可能赢，不要去打那荣耀归于神的战役，

祂早就为你得胜了，你不须要去追求律法，因为唯有祂能成全律法。你不需要努力顺服神，

学习顺服神，想尽办法做些好事来遵从神，因为祂早已为你做成了。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

是，到祂面前来，卸下一切所有的，单单告诉祂，「主啊，我不能！」那将帮助我们永远脱

离这样的窘境，不再认定自己一再的令神失望，主已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和软弱，使我们能

得神的喜悦。祂已经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祂看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并不感到失望，

而是充满欢欣。祂喜悦你，并非因你这一周有什么表现，全因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

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一切不在于我

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主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唯有到耶稣面前全然的卸

下自己。 

第二个真理，比第一个更美丽无比，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己！祂为你我舍己。听看看耶稣对我

们说什么？祂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乍听

之下，这句话好像很矛盾，令我困惑，耶稣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祂得自由吗？为什么还把轭加

在我们肩上呢？我们都不喜欢负担，不是吗？我们往前回想一下，我所提到的二头牛共负一

轭的画面，二头牛共负一轭，一头较强壮，另一头较弱。我想，现在你能明白，有一位拥有

浩大又全备能力的，亲近主人、又遵行主人命令的大能者，正邀请你同负祂的轭，祂对你

说，进到我的轭来，我必如壮牛承担你的重担，使你有能力完成主人的托付。一切都因为祂

为我们担当，耶稣为我们舍己。 

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一、想想罪带给我们的重担，耶稣全都赦免了，耶稣使我们的罪完

全被赦免了！神是圣洁的，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要知道，耶稣对律法的标准绝不低于

文士，祂的标准高于任何宗教律法师。马太福音五章 48 节说道，「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

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说，「我的标准是完全的。」离了这个标准，没有人能进入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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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然而，无论我们有伟大的父母，多能干的丈夫或妻子，无论我们多富有，生活过得多

好，这些都不能帮我们加分，使我们活出耶稣的标准。如果到那日，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

前，却因离了神的标准，与祂的同在隔绝，那么我们在这世上的一切功成名全是虚空。 

但美好的是，马太福音十一章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无法靠自己达到标准，我们做

不到，但道成肉身、又住在我们当中的基督，祂成全律法，为我们担当。祂屡屡受试探，却

从未犯罪；祂被压甚重，却从未跌倒；祂被世人百般藐视，却从未失败。因祂成全了旧约律

法，使我们这与祂同负一轭的人，得以站在天父面前，因为父与祂同在。现在你明白，因着

耶稣基督的圣洁，毫无沾污，使我们的罪可以全得赦免。赞美神，因耶稣所做的工，祂无瑕

的生命，为你、为我的罪受死，被钉在十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以至于我们从此以后，不再

被称为有罪的，永远得赦免了。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很有意思的，在

这段经文中，祂二度提到「安息」这个字，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一个「安息」就字面上的意思是安心，几乎像被松绑了，得以重新

得力。你可以在主爱里得安息，那是种归于平安的景象。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 1 到 2 节，

也呈现相同的景象，「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 神相和。我们又借

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因耶稣全然担当

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享上帝的平安，不再与神隔绝。 

 

亲爱的朋友们，我要特别你祷告，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尽管倚靠祂，来到祂面

前。但你会说，我仍然一样无能，完全无法来遵行律法啊！耶稣可以怎么帮我呢？祂以完全

的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得胜，使我们得力可以顺服神。这就是耶稣对待到祂面前来的人所

做的回应。听看看这极美的信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

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的「学」字，翻出来的意思，就是马太福音 28 章所提到

的门徒。我们不时提到神的大使命，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里的「学」字指的是相同的意

思。所以，基本上，主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学习作主的门徒。然后，主又

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主的话实在令人诧异，「你要学作我的门徒，这样你就能得享安息。」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找

不到任何一位宗教师，找不到任何一位老师会把学习和安息这二件事完完全全的划上等号，

试问，有多少学生进到学校时会说，「哇，到学校了，真是令人轻松自在又舒畅啊，终于，

我的心、我的灵得安息了，真是释放啊！」这不是我们看到的。我在一所神学院教书。我常

常在校园里看到一些神学生拿着字卡努力背希伯来文，在他们的眼中绝对没有安息，一点也

没有，没有放松的神情，那种画面绝不是耶稣所讲的。所以，你说妙不妙，耶稣竟然说，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宝

贵之处，耶稣将祂的能力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神，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进到祂的

轭，就可以学祂的样式，我们该学什么呢？学习信靠祂，而不再靠自己，如此，渐渐的，稳

妥的，我们就学会轻松负轭，学会不再凭自己的意思，而是让基督按祂的意思做在我们身

上。如今，在基督里安息变成一天比一天更深刻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放手，

不再用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生活，而是学习交给耶稣为我们成就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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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相当重要。或许你会问，「大卫牧师，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就尽管乖乖坐好，什么都

不用做啰？」绝不是这样，不是消极的响应，而是要学习，要遵从，要追求律法。不是从此

以后，视人们向来遵循的律法为无物，而是强调要教会脱离律法主义的玩弄。我们不是不受

律法的约束，而是要在律法下得自由，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去服从律法。

这里有一个别无仅有的妙处，耶稣能使我们得安息，不是透过给我们更多的规定、条文或命

令，叫我们去遵行，取而代之的，我们所追求的基督徒生命，它的美好之处在于，它不只是

个宗教，也不只是我们该实践依循的道德标准，而是有基督自己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

能力，能够来谨守律法，能够蒙神喜悦，又乐意顺服神。如今，我们活着，乃是靠基督在我

们里面活，使我们得见神的作为而向祂献上极大的赞美。我们将因基督得满足，每时每日都

有祂恩典的同在，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将不再需要，绝对不再需要靠你自己来做到，这就

是神所预定的。我们会期待，每一个祷告，每踏出的一步，每一个想法都被耶稣基督所充

满，这就是与祂同负一轭的真实呈现，一天新似一天的，耶稣用自己更多的来代替我们，而

我们会发觉一天比一天更加轻省，更能安息，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吗？那就来与耶稣一同负轭

吧！ 

马丁路德有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这些在神面前都毫无价值，主必亲自预备，亲自成

全。」祂必赐下一切所有。再来看一处经文，十一章第 25 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

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在新约

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比喻，指出，不是这世上拥有一切的聪明人，反倒是那些

愚昧的、在灵里贫穷的，能够经历神。所以要回转成小孩的样式。那这是不是说，聪明人就

无法跟随耶稣？不是的，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必需认识自己的尽头，明白自己的有

限，关键不在于你能交出什么，而在于祂成全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靠自己来扛律法的

包袱一定是沉重的，但耶稣绝对能帮我们扛起，并带领我们到底。 

让耶稣来代替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旅程会产生什么变化呢？你会从繁琐的责任与义务中

被释放出来，因祂使你得自由。有一个作家曾经这样写道，「当我们的灵变得完全顺服，仰

望又安息在基督的作为中，我们的内心将激起极大的力量，使我们做事更加得力，因为知道

有基督作在我们里面。当教会的肢体都停止人的动作，全然让基督和祂的轭透过我们来成

就，我相信，祂必领我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深之处，结果，我们将因祂的能力得以顺服

神，得享神的平安。如今，那一位称你为义的，将透过你彰显公义；那一位呼召你向万国传

福音的，将透过你使福音传遍地极；那一位呼召你忠心服事的，将亲自负责到底，并使我们

得着神的平安。 

再来看十一章 30 节，「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段经文中的第二个「安息」，就

是希伯来文中的 Shalom「平安」，它是真平安，完全的平安，永远的平安，是从信靠基

督、与基督同行而来，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基督完全掌管我们而来的。「凡劳苦担重担

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听看

看这位宇宙至高的全能创造者，道成肉身的耶稣怎么对你说？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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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必得享安息。」你想拥有这样的生命吗？那就把你从罪来的所有重担都交给祂，承认自

己的无能，彻彻底底的顺服神，讨祂的喜悦，就让祂把一切所有的赐给你，赦免你一切的过

犯，靠祂得胜，那么，我们必能经历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要请你一同来祷告，低下头来，把眼睛闭上，我们要做一点小

改变来响应今天的信息。你可能正面对劳苦愁烦，你尽心尽力想做一个好基督徒，却饱受压

力，我要鼓励你开口跟神求，「我需要祢的安息，我愿意放手。」或许，这是你第一次做这

样的呼求。还有一些朋友，我也要提醒你，不要轻乎你所面对的试探，认为我们不用进到主

的轭下，也能靠自己活出信仰，而错失了基督徒生命最宝贵的真理。我要请你低下头来，把

眼睛闭上，你确定自己不再疑惑吗？你确定自己已进入到耶稣的轭下了吗？我不是问你的属

灵状况，也不是问你已经做到了那些，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生命的关键。我要请你想清楚的

是，「你已经和耶稣同负一轭了吗？」如果还没有，我要鼓励你花点时间开口祷告，「我要

与祂同负一轭」，此时此刻起，我要把我一切的罪担交给祂，承认我的尽头完全的顺服祂，

我要求祂使我的心翻转。 

再来，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也确信自己已进入祂的轭，一旦我们进入了，就不会离开，

但许多情况下，你仍然感受身心的重担，因为你很努力的想做好每一件事，这时候，我也要

邀请你来向神祷告，「我要在祢的轭中得释放，我要信靠祂」。 

「天父，求祢使我们的灵得安息，求祢把这些朋友带到祢自己面前。我求神挪去一切的劳苦

重担，我们不需再靠自己来追求属灵的生命，唯独信靠祢！愿祢向我们施恩，让我们完全放

下自己，单单寻求祢。」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的灵因祂得安息。阿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