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輕省的擔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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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主的軛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
裡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太十一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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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負主的軛

耶穌基督來，要帶給我們安息，並且指出一條
使我們得享安息之路，就是要負主的軛，背祂
的擔子。主很清楚地說，祂有軛要負，也有擔
子要背，而且祂要我們負祂的軛。這聽起來有
點奇怪，又叫我們得安息，又叫我們負個軛、
背個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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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重擔負重軛】
顯然安息並不是叫我們悠哉度日，沒有風
浪、了無牽掛、一切平靜；神拯救百姓出
埃及，要將他們領進應許的安息美地，並
非指著要他們過一種安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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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奉我

當神呼召摩西去要求法老釋放百姓時，要他
跟法老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
我們得救之後，就應該進入一種服事的生命
中；神要我們做個有使命、有任務的人，祂
要我們做一個服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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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等待……才能服事

• 你是使命者

• 鼓勵殘缺者服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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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負擔

基督徒對於服事有個術語，會說：「我對
靈魂有負擔」，「我對某一事工有負擔」；
若期待別人也有興趣參與某項事工，會說：
「我來傳遞一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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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默示——信息

用「負擔」這個字，有其道理；舊約聖經裡，
先知們從神得著信息，要來傳遞給神的百姓，
他們心裡感覺到一種催逼，像是背負著重物，
很想找機會把它卸下來。有趣的是，聖經說某
位先知從神得著「默示」，用的字意思就是
「擔子」！

8



挑擔走路
• 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

知神叫世人所經練的是極重的勞苦。 傳一13
• 以前的人挑擔子用竹子或木頭做的扁擔，兩端掛

著重物，扁擔擱在肩頭，是很辛苦的；挑擔走路
要有技巧，腳步與身體配合著律動來走，會比較
輕省一些。

• 挑擔子很不容易，看牛或是馬負軛，就更辛苦了。
我們生命中常會遇見各種擔子與重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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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女三千斤

看別人養小孩，覺得男孩比較麻煩，養女兒應
該比較輕省。後來認識了一個家庭，有三個女
兒，聽他們說：「什麼三千金，是三千斤！」
原來養女兒一樣有很多的麻煩與重擔，呵呵。
生命中讓我們覺得快樂的事，也有可能蘊藏著
很重的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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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有時也很不容易

在教會參與服事，有時也很不容易。有個晚上，
有可能你已經洗了澡，換了睡衣，忽然接到電話
，有個特別的需要，有可能正好外面下著雨，或
是寒冷的冬夜，你會不會覺得服事是負著重軛呢
？但你還是稍微嘆一口氣，然後打起精神，換上
外出服，並且帶著快樂的心去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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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擔子變輕省使軛變容易？

有些神兒女經歷生活上的重擔，有些神的僕人使女經
歷服事上的重擔，他們看著主耶穌所說，祂的擔子是
輕省的，祂的軛是容易的，就很挫折！然後可能會開
始想辦法，要知道如何使擔子變輕省，使軛變容易；
或者是為這件事禱告，求主使擔子變輕省，使軛變容
易；有的甚至開始發怨言，為何主不使他的擔子輕省，
使他的軛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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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主的軛、主的擔子
但主明確地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
是輕省的。」我想，關鍵很可能是在於，主說
的是「我的」軛、「我的」擔子，而且祂要我
們負祂的軛、背祂的擔子。換句話說，主不是
要我們背負自己的重軛與擔子，然後來求主使
它變輕省、變容易；主乃是要我們背負祂的軛
與擔子。

13



背主的擔子或自己的擔子

所以，我們應該優先弄清楚，我背的是不
是主的擔子，是不是主要我負的軛；還是
我背了自己的擔子，負的是這世界或甚至
是教會的流行加給我們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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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擔子主的軛】

• 什麼是主要我們背的擔子，怎樣是主要我們
負的軛呢？

• 柔和謙卑是主的擔子、主的軛。選擇柔和謙
卑就不會去背不是主的擔子、主的軛，當心
裡高大就成為自己的擔子、自己的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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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責任的釐清
(一)並非人有需要，我們去服事的，都是神要我們背負

的擔子。

(二)有時我們努力發展事工或生意，因而陷入繁重的工
作與巨大的壓力中，那不見得是主要我們負的軛；
如果那樣的發展帶給你背負不起的重擔與壓力，有
可能我們從起頭就應該安於現狀。如果是主要我們
做出的發展，那麼我應該相信，即使壓力甚大，卻
不會使我們背負不起，將我們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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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清楚的界線
(一)我們的服事與對人的責任，是有界線的。
(二)比方，父母對兒女的養成有很大的責任，但仍然是有

界線的，不是百分之百的責任。小嬰孩時期，你對他
的責任差不多是百分之百，但很快地你會發現，你的
婆婆對待孫子的方式跟你不同；如果你為此跟婆婆起
衝突，很可能會對你的婚姻家庭產生問題，一樣會帶
給孩子不夠理想的成長環境。孩子再大一些，開始受
學校老師以及同學、朋友的影響，你很難要求他只受
你的影響，所以你對他的責任也不再是百分之百了。



分辨優先次序

有的時候，你需要分辨優先次序，要用到主所
說麥子與稗子的比喻。雖然你撒的是好麥子的
種，但有別人撒了稗子的種；主告訴我們，有
時你需要任憑二樣一起長，免得你硬要去拔出
稗子時，連麥子也被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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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一定繼續有責任

我的意思是，當你的孩子漸長時，你不一定繼
續有責任去糾正孩子每個錯誤的行為。你若不
明白這個，一定要那麼做，因而跟孩子起衝突，
你可能會覺得主給你難擔的擔子，負不起的重
軛；其實那並不是主要你負的軛、背的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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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只做垃圾桶，
不做垃圾場

(一)可以做垃圾桶，但不要做垃圾場。

(二)我們幫助人的時候，常需要聆聽別人的傾訴，
因而會感受到他遇見的痛苦、麻煩、冤屈；我
們的情感可能會被攪進去，好像他將垃圾倒到
我們這兒一般。跟人談完之後，情緒還沒恢復
過來，又需要服事另一個人，再聽他傾訴；這
些累積的垃圾，不久就可能將我們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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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很快將你的垃圾桶清乾淨

但我教導那些需要這樣關心人、服事人的
神兒女，我們可以做垃圾桶，但不要做垃
圾場；當你接收了某位你服事之人的垃圾，
要學會很快將你的垃圾桶清乾淨，免得垃
圾堆積在你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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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託在神手中

秘訣就是，學習在禱告裡交託在神手中，服事
完就再來轉眼望向主，（最好在服事中即如
此）；在對主的凝視中，在默觀的操練裡，你
將毋須背負自己的擔子，那成為主的擔子。而
主的擔子是輕省的，主的軛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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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從另一個眼光看事情

(一)有時要學習從另一個眼光看事情。

(二)同樣一項服事，你從不同眼光來看，就會不一樣。
《天堂之窗》，校園出版，作者是一位小兒科女醫
師；她剛畢業到醫院作住院醫師時，前輩就警告她，
不要跟病人進入太親密的關係，保持專業，免得陷
入感情的漩渦裡。最初她看見孩子受苦，確實很難
承受，似乎前輩的話是對的；但後來她發現她應該
要真誠地用愛對待那些孩子，如果只是職業性的關
心，孩子很快就會知道。



另外一個眼光看事情

她還發現，雖然有些父母為生病的孩子禱告，卻沒
有得醫治，為何一個純潔的小生命，卻受許多苦，
至終死亡；但因著更多聽說一些故事，她開始從另
外一個眼光看事情。她發現許多孩子在病中或臨終
之時，有一些經歷，或是一些他們說的話、表達出
來的想法，常常是非常美麗、非常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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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甜美的產業

她甚至遇見過好幾次，原來生長在沒有基督
信仰的家庭之孩子，卻在病中或臨終時，經
歷了耶穌顯現，得著安慰。就這樣，她發現
感情的負擔，並非不能承受的重擔，反而是
甜美、深刻觸摸心靈的一種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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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進安息的擔子與軛】

顯然主想要我們負的軛不是像我們以為的是個
重擔，事實上祂說的是，負這些擔子與軛正是
要使我們得享安息的道路。可能我們思考的重
點不是如何在許多服事的重軛下，能找到安息，
而是如何找到能帶進安息的擔子與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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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祂柔和謙卑的樣式
• 主說祂要我們負的擔子與軛，是學祂柔和謙卑

的樣式。沒有高看自己，所以不會跟別人比較，
也不會有業績壓力。

• 柔和謙卑是一個擔子，可以選擇拿起這個擔子，
雖然很難，主卻說這是可以得享安息的道路，
總比去選擇生活中自己的擔子容易。

27



不需要超過

金碧士《效法基督》裡說：「居眾人之下，對
你並無損傷；但你若自視居某人之上，卻將為
你帶來極大的損傷。」弄清楚神要我們承擔什
麼責任、什麼擔子、什麼軛是我們要背負的，
不需要超過那個來背負擔子。重點不是如何叫
那些重擔和軛得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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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帳是忠心、良善、見識、殷勤

在某個我們安排的、或是別人做得很好的流行
架構下，必須做出什麼成果來，我相信那不是
主託付的責任。你可以從別人學習，如果主有
帶領，但不要當做必須的責任。主要我們交的
帳是忠心、良善、見識（愛心）、殷勤，而非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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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提及作法及標竿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8

• 主並沒有告訴我們要怎麼做，要做到什麼目
標，只說要做見證，做殉道者。

30



不是業績、人數和成果

主在地上，從來沒有描繪我們要做出什麼成果，
來成為我們服事的標竿；如果有，那個標竿是
內在的、生命的、永恆的。耶穌升天前對門徒
說，你們在耶路撒冷等候，主並沒有說，現在
我復活了、升天，把聖靈澆灌下來，你們要去
建立一個大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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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總是內在的

雖然門徒被聖靈充滿之後，他們繼續跟隨主，
帶出這樣的成果來，可是主並沒有為我們設定
那樣的目標；祂設定的目標總是內在的──要
像耶穌、全然成聖、住在祂裡面、與祂聯合等
等。當設定了外在的目標，在我們心裡就產生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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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與收成】

• 主常用的一個方式來講到我們的責任，就是撒
種、澆灌、耕耘、收成。主耶穌在服事完撒瑪
利亞婦人之後，對門徒說的話。

• 撒種、澆灌、耕耘都是有意義的，你不一定一
定要覺得一定要帶人作了決志禱告才叫收成，
也許你只需要對他一個微笑、一個善意、一個
愛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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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沒有用收成當作目標

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
收割的一同快樂。俗語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
，這話可見是真的。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
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約四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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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種—澆灌—耕耘—收成

主耶穌的服事，有時候撒種，有時候澆灌，有
時候耕耘，有時候收成。在撒瑪利亞婦人的故
事裡，祂對這婦人所做的像是一種撒種，後來
在她的家附近有了一些收成；而這些收成也可
能是一個撒種，導至後來腓利在整個撒瑪利亞
所作的偉大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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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的目標責任
• 主並沒有將收成設定為我們服事的目標責

任，祂將撒種跟收成看成有一樣的價值；
有一天我們為一生向神交帳時，神不是只
數算我們的成就，祂會留意那些過程。

• 孩子還是孩子時，不要一直糾正他想要完
全，不要期待小孩子成為完全人，先不要
去收成，只需要撒種、澆灌、耕耘、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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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

• 我們是否在身旁有個需要時伸手幫助，去探望一
個心中剛硬的病人，當我們離開病房時，那人並
未成為基督徒，但你的言語、行為、態度感動了
他，可能三年後他再有另一個機會時就信主了。
那是你栽種了種子，有別人收成。

• 帶孩子成長時，不要拿期待收成的樣式來框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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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成當作責任標竿？

有些基督徒或神的僕人使女，就是將收成當作
責任標竿，所以無法在服事中享受安息；在看
見成果之前，他們不認為心中應當有安息。但
那不是主的擔子與軛，你背了自己的擔子，負
了自己的軛，所以無法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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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有意義的
主說，這人撒種、那人收割，叫撒種的和收割的
一同快樂；撒種、澆灌、耕耘，都是有意義的，
不是只有收成才有意義。若神使我們有機會收成，
就歡樂著做；若主賜我們栽種的機會，我們就忠
心殷勤地撒種；如果有機會澆灌，或是耕耘，能
在人心裡除去一點障礙，我們也帶著溫柔來做，
而且像收成一樣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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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準備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
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彼前三15

• 一個人信主有可能是因過去他認識的某位基督
徒有愛心，在他心中撒下種子；也可能有人曾
在某人心裡撒下福音種子，多年後他信了主，
並提到當年那人帶給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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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享受別人的勞苦】-1

我們夫婦初到台灣東部宜蘭縣羅東鎮服事，建
立教會；有一天禱告的時候，我的妻子覺得主
帶領我們，要去附近得安村佈道。我們去了，
在廟前多人聚集的地方，唱詩歌、作見證、講
聖經故事與福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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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享受別人的勞苦】-2

我們開講後不久，有一位老先生，六十歲左右，
牽著腳踏車從廟後面走出來，看我們在佈道就停
下來，專心聽。我們講完以後，他主動靠近我們，
說他要信耶穌，後來還跟我們聚會了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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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享受別人的勞苦】-3

後來我們聽他說為什麼他當時一聽，就立刻要信主，不
是那一天我們充滿了神力，而是因為多年前他認識一個
基督徒，那人很好，他就一直放在心上。那一天，他聽
見了福音，二話不說就要信耶穌。這是別人撒的種子，
我們一直不知道撒種的人是誰，也許那人也不知道撒出
的種子有了什麼果效，我相信將來在天上就會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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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種勞苦

歷世歷代許多宣教士，將自己栽種在一個地
方，多年勞苦，直到離世也沒有看見很大的
成果；有些到了下一代，甚至好幾代之後，
才看見成果。但到那日，撒種的和收割的都
要一同快樂，一同得賞賜。這是主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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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設定

不要將你服事的責任，設定在收成上，乃要視
撒種、澆灌、耕耘與收成一樣，都是主量給我
們的責任；這就是主的擔子與軛，你背負這些，
將會經歷主的安息。讓我們心不高大，不圖謀
大事、歸回安息，安靜信靠，平靜安穩。免得
我們耗盡、灰心、疲累，不時想要休息、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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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驕傲

這樣，也會幫助我們不至於因為做得有成果
而驕傲起來；當你得著大好收成時，會知道
那裡頭有許多別人曾勞苦撒種、澆灌、耕耘
過，我們會想邀請他們一同歡樂，並將榮耀
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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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灰心

雖然還尚未看到收成，獻上代禱，求主堅
固，不要灰心，求主幫助打開眼睛，將來
仍會收成，因我們是在同一身體、同一條
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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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事就是我們的責任】

• 父母與兒童主日學老師，若明白這個，就比較不
會灰心了。你看到一個孩子調皮，你可以糾正他
某一個不好的行為，但你不需要期待他變成一個
完美的孩子；有些功課是下個階段才要學的，你
只要在這個階段他能學的事上下功夫。

• 成長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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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做你現在能做的事，
盡你此刻的責任

你不需要將完美的成果設定為你服事他的目標
，而只要做你現在能做的事，盡你此刻的責任
，那就是主的擔子與軛了，你背負這樣的擔子
與軛，會覺得那是輕省的、容易的，你的心會
得享安息。



期待收割，勿揠苗助長

農夫期待收割，但成長需要時間，真正的
農夫等待成長和變化，忍耐的撒種、澆灌、
耕耘，期待神叫他生長，不時轉眼望主，
讓主告訴我們，祂單單寶愛我們，超過我
們作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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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蘭修女

在印度加爾各答服事低階層人士與窮人的德蘭
修女（Mother Teresa），她在1997年離世時，
她建立的《仁愛傳教修女會》已發展成在全球
有三萬以上全職同工的事工。當她晚年時，曾
有個記者經過她同意，亦步亦趨跟著她三個星
期，然後寫了一本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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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需要

三個星期快結束時，他問德蘭修女：「您怎麼
能夠把這麼大的組織，管理得這麼好？」那位
很像耶穌、很溫柔的德蘭修女抬起頭來，以近
乎生氣的語氣說：「我們這裡沒有什麼組織，
我所有的工作就是順應需要。」她是當代最過
禱告生活的人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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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人洗腳

當她在加爾各答總部開會，議決某地要成立分
會，那一刻她看起來就像一個大機構的CEO，
運籌帷幄，是個傑出的領袖；開完會，她可能
會走進一個大房間，蹲下來為一位大麻瘋患者
洗腳，小心地洗，溫柔地跟他說話，一個不認
識她的人若在那時問她，她是做什麼事的，她
會說她做的事就是為病人洗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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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謙卑，心不高大

德蘭修女非常懂得什麼是主的軛與祂的樣式，
因為她像她的主一樣，心裡柔和謙卑，心不高
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也不敢行（這是大衛在
詩篇一三一篇裡說的話），她也不為自己圖謀
大事（這是耶利米書四十五章神對先知耶利米
的秘書巴錄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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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狂傲，眼不高大

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
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
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以色列
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一三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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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圖謀大事

你為自己圖謀大事嗎？不要圖謀！我必使
災禍臨到凡有血氣的。但你無論往哪裡去
，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為掠物。這是耶和
華說的。 耶四十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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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省容易

• 主的擔子是輕省的、祂的軛是容易的。
如果你不這麼認為，很可能你背錯了擔
子、負錯了軛。

• 修正我們的腳步，調整我們的心態，免
得我們耗盡、受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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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單純的人

請停下來想一想，你現在那些生活或服事的難
處，會不會不是神要你背負的擔子與軛呢？想
辦法回到起初，作個單純的人，效法主的柔和
謙卑，去負主的軛，背上主自己的擔子，好叫
你心裡得享安息，那才是靈魂的錨拋在幔內，
拋在永恆裡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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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拋錨於永恆】
第十一課：輕省的擔子

59



巨人肩上望

《與祂一同坐在屬天的地位》

60

摘自宣信博士《宣信拾珍集》



與他一同坐在屬天的地位-1

使徒約翰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當耶穌屈身蹲
下來為他的門徒們洗腳時，他知道他是從哪
裏來的，而且要回到神那裏去。他的威嚴是
那麼地崇高，甚至當他屈身於最低的地位時，
也並不會損害到他原有的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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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一同坐在屬天的地位-2

噢！當我們真正領悟並實行與神的兒子聯合
為一，每個重擔就會輕省些，每次的藐視就
變得緩和些，每項憂患也變得甘甜些，並且
他一切的榮耀都是我們的！讓我們停留在那
裏，讓我們與他同坐寶座；讓我們居住在他
永不止息的愛裏。

62



與他一同坐在屬天的地位-3

就像是一隻海鳥飛翔漂浮在空氣的懷抱裏，
展開牠的雙翼，挺胸安息於波動的海面，牠
的全身都極其放鬆，故能使牠完全平穩安靜
地浮在空氣浮力之上；

63



與他一同坐在屬天的地位-4

所以讓我們居住在高處，在那裏我們將看見
王的榮美，遙遠之處的美地，而且因著我們
信靠他，我們的心思意念全在他身上，就被
保守在完全的平安裏。

——摘自宣信博士《宣信拾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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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信博士（A.B. Simpson）

是近百年來對教會有巨大影響的屬靈人，
眾所周知，他與叨雷（R.A. Torrey）同為
聖靈的真理、神醫恩賜的推廣者，也是普
世宣教的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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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裏柔和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
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馬太福音十一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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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當時巴勒斯坦的軛是兩人同負一軛，並非一人單
獨負軛，因此負耶穌的軛就意味著與耶穌同負一
軛。耶穌的軛：①實實在在救贖人。②是良善的
、正確的。③並非獨自負軛，與耶穌同負一軛，
所以是輕省的，也能給我們帶來安息。

──《聖經精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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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並非人有需要，就都是我們的責任
2.我們的服事與對人的責任是有界線的
3.是垃圾桶，還是垃圾場
4.從另一個眼光看事情
5.想一想，歸回安息
6.操練、記錄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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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並非人有需要，
就都是我們的責任

需要分辨優先次序，弄清楚哪些人、哪
些事是我們服事的對象。本週默想過去
哪些服事應該交給主，而不是自己強擔
的擔子，把它記下來，學習更多的分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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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的服事與
對人的責任是有界線的

檢查目前你手上人和事、關懷和服事的界
線，是否學習在這段時間，只對某一件事
負責，做好當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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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垃圾桶，還是垃圾場

請檢討過去自己是垃圾桶還是垃圾場，
（1-10分，10分是垃圾場）。本週學習很
快將心裡累積的情緒和壓力清除，在禱告
裡交託在神的手中，服事完就再來轉眼望
向主（最好在服事中就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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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另一個眼光看事情

回想過去服事一些在遭受痛苦的人，哪些
人他們在痛苦中認識了耶穌、經歷神的愛？
把現在正在服事的、遭受痛苦的人禱告交
託主、等候主，讓神的大能引導帶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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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一想，歸回安息

想一想，哪些不是主的擔子、主的軛，修
正腳步、調整心態，回到起初單純動機，
效法主的謙卑柔和。常常花時間安靜，安
息在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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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操練、記錄並分享

本週上述的操練，可簡要記錄，並在群組
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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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禱告】

主啊！

幫助我學習你的擔子

你的軛是輕省的，

並歡喜快樂的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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