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与十字架

2021-12-7



我的生命獻給祢



序

马太福音16:21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22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阿，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

到你身上。23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24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

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

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人若赚得

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

么换生命呢？27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

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同样的教导记载在马可福音8：31-38. 以及路加福音9：

22-26。



（一）何为舍己？

希腊原文 英文 中文

舍 aparneomai deny 否定

己 heautou self 自己



我如何否定自己？

自己舍自己？这听起来是个悖论。如果自己否定得了自己，

那么还能背十字架呢？所以，能够否定自己的那个我，绝非
我，而是新我。在基督里的新我，否定旧我。

1）由圣灵而重生（约翰福音 6：63，加拉太书 2：20）

2）他有了基督的心（腓利比书 2：5），体贴神的意思（马
太福音 16：23）

3）他懂了受苦的意义（为了我耶稣）（马太福音 16：26）。



⬧ 舍（aparneomai）也被用于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乃是否
定你和对方的关联。

⬧ 这个旧我乃是恶者的灵在人的魂中撒下“不法的隐意”
（帖后2：7），一种高举自己，破坏全人的邪恶力量，
是有位格的。

⬧ 旧人：从亚当而来的旧生命，是一切属旧造的总称。

老我：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旧性情，实际上就是旧生
命的中心。它的特征是自夸、自大、自私、自恃、自
是……。



旧我对于生命的破坏

⬧ 马太福音 16：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

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

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27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

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 （马可福音8：35-38；路加福音 9：24-26；约翰福音12：

25）



⬧ 我们有必要纠正和合本圣经（1919）在这段重要经文中的

失误，就是把“魂”（psychē ）翻为“生命”，以至于

让人坠入云山雾海之感！

马太福音 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魂（ psychē）的

必丧掉它。凡为我丧掉魂 （psychē ）的，必得着它。

26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psychē ） ，

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魂（psychē） 呢？



让我们系统地理顺psychē的意思：

中文 英文 希腊文 希伯来文

灵 spirit pneuma ruach

魂 soul psychē nephesh

体 body soma beten/geshem



人是多元的， complex的。“人”
可以在不同范畴里投射。



1）灵：可以理解为人与神互动的范畴

2）魂：是人感觉自己、运作的范畴

思想、情感、意志。

3）体：是人的物理维度，与物质世界互动的范
畴



全人运作机理: 生命（zoe）

1. 圣灵带领我的灵【发端、源头】

2. 我的灵带领魂（意志、思想、情感）【大本营】

3. 我的魂指导我的体，活出正确的行动【发力】

4. 正确的行动，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影响】

5. 我的全人荣耀神! 【回归】



丰盛的生命是“人” 在“神-灵魂体-世界” 中

一体化、和谐化运作的状态！



这“旧我” 怂恿人的魂，体贴魂，不考虑魂的
主人是其灵，而灵的主人是神。

耶稣首先道出一个现象：老我看是救魂，方法是高举魂，做出
错误的行动，最后是毁灭魂！

一个人因为受罪的奴役而不喜乐，（情绪不顺了）旧我旧鼓励
人高举自己的主权（意志膨胀了），以“赚得全世界”为方
法来满足自己的情绪，其结果自己的恶性膨胀。一个比较贴切
的类比是某一细胞的非正常的急剧膨胀，成为癌症，及至发现
就被切除掉。



思考我们的字汇，以自己为中心的，都不会带来好的结果：

⬧ “拥兵自重”的封疆大吏面临的大多是被剪除的命运！

⬧ “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自尊”、自视清高。。。。

魂的得救不在于张扬本身，而是在于把魂放在灵的权柄下，

与神联合，而基督的工作起到拯救的作用。进而指挥你的身

体，与另一个魂进入爱的关系，从而作为魂与魂之间的更高

级的关系，这乃是永生，在于他进入更大更好的永生(zōē )”

约翰三书2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

如你的灵魂 （ psychē ）兴盛一样。



（二）如何舍己？

按照耶稣的教导，“舍己”乃是不舍弃自己的魂。魂是人
的存在，是神的灵可以居住的地方。舍己乃是不把自己
的魂高举在第一位，而是“恨恶”自己的魂。对于恨恶，

我们必须看得准确，恨恶某人（某事）不是仇恨、厌恶
此人（此事），而是将其置于你所爱的某人（或某事）
之下。 爱、恨乃是修辞法，以对立的字汇描写出你在选

择中的重与轻。因为在那个深刻的层面，你不可能兼顾
两者、可以脚踏两头船！



⬧ 马太福音6：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miseō）这个爱

（agapaō ）那个，就是重（antechō ）这个轻 (kataphroneō )那

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 路加福音 14：25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26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

自己的性命 ( 原文是psyche， 魂的意思 )， 27凡不背着自己十字

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和合本将26节翻为，“人到我

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 耶稣说得很直白：一个人不可能同事事奉两个主。

这两个主在你的心目中是相互排斥的（正如油之于

水一般！）只要是主，就只能有一个！

⬧ 在旧约发现同样的修辞结构。在旧约的词汇中，

“爱”和“恨”（sane）代表的意思是把其对象放

在首位、和次要的地位。



⬧创世记29：耶和华见利亚被恨，就使她生育，
拉结却不生育。

⬧玛拉基书 1：3 耶和华爱雅各、恨以扫。

⬧传道人书 2：17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

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
捕风。



汇总
太6：24 约12：

24

路

14：25

人
的

选
择

爱

（agapaō ）

重

（antechō）

神或财利 主或自

己

主或自

己及家

人

恨（miseō）轻

(kataphrone

ō )

财利或神 自己或

主

自己及

家人或

主



（三）何为背十字架？

⬧ 十字架是罗马时代的酷刑，最严重的酷刑。受苦至死的象
征！背十字架乃是为了见证传扬福音而遭受的逼迫和苦难，
是持续不断，严重是甚至为主殉道。

基督的十字架：

⬧ 马太福音 １６：２１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
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



约翰福音12： 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

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

出许多子粒来。 25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

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

生。 26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

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

尊重他。



⬧ 早期教会门徒的十字架

⬧ 希伯来书 11：36- 39 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

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
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
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

⬧ 希伯来书 12：2-3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

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
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3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 门徒的十字架

⬧ 马太福音 5：10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 彼得的十字架

⬧ 约翰福音21：18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

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
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19耶稣说这话，是

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
吧。



⬧ 保罗的十字架

⬧ 林后11：23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
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24 被
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25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
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26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
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受劳碌，受困
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28
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29有
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30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31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
道我不说谎。32在大马色亚哩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
拿我。33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缒下去，脱离了他
的手。



（四）使徒彼得的个案

⬧ 领受圣灵前的彼得

⬧ 领受圣灵后的彼得

⬧ 彼得对于效法基督的教导

⬧ 彼得的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