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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书与我蒙恩的一生（4-2） 

 

 

雅歌真的不是一男一女之间谈恋爱的内容，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乃是我

属主，主属我，特别神为的思考法，神为的生活。这个方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亮

光，各位尽量多思想，里面很多的经文可以背下来，很多的诗歌是用雅歌和诗篇

出来的。 

5:2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

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

被夜露滴湿。 

这个圣徒的光景是睡卧着，但其实他是醒过来的，不是沉睡，他是继续在生

命的生长过程当中，但是为什么睡卧呢，因为在他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他的侍

奉各方面都很安息，非常地适合，在各方面没有很大的压力，这样的生活中。 

突然主的另外一个呼召就来了，这是第 5章的内容，所以我身是睡卧，我心

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

全人，这说的并不是那么软弱的一个信徒了，妹子、佳偶、鸽子、完全人，这个

完全人——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血而来的完全，我们得着新造生命的完全，

但是我们一生继续不断地多要成圣。 

求你给我开门，我们开门了没有。 

因我的头满了露水。 

为什么？因为主在外面等很久，或者主禾场那里整夜——我虽然是躺卧，休

息，主是忙着在禾场上，在外面照顾他的羊群，所以呢，他整夜，他头满了露水。 

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有这样的光景，也可以解释为，我们生命虽然是继续成长，但是主等候我们

另外一个更完全的时间表业已是很久了，所以他在外面敲门。 

我们都是已经蒙恩的人，主已经进来了，但是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有没有主

敲你的另外一扇门？——开！让你进入另外一个的事工里面，现在我们生命成长

过程中的光景了。 

 

5:3 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 



所以他是已经非常安详的状态，不想改变，不想变化。 

5:4 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 

继续地呼召我、呼召我、呼召我——我便因他动了心。 

5:5 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没药、我的指头有没药汁滴在

门闩上。 

5:6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

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 

每一次我读的时候，我过去的日子当中很多有这样的场面，会浮现在我眼前，

各位也定会有。 

当我的牧师头一次宣告我是教会的执事的时候，那是没有经过长老，突然让

我成为宣教士了，那是突然呼召，因为牧师已经有一年的时候观察我的生命，里

面有呼召了，中间也跟我讲好多次，我也没有说“不”。有一次，有一次从波罗

地亚回来的宣教士，金宣教士来我们教会作见证的时候，波罗地亚是一个高山，

平均的 4000米高度，一般人是呼吸困难，他们在那边的生活艰苦，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流泪了，那个时候我也真的感受到那个感动。 

我的牧师是观察我，叫我上来舞台上面，我上来了，这位牧师就是天天教育

我说，“我是今日的亚伯拉罕”，叫我按照这个来生活的，我上来的时候，他说，

“我知道，圣灵在这个弟兄，我们李执事身上的工作，从今以后，大家叫他宣教

士。” 

就这样，那个时候，我的太太说，“不能、不能！”，当然不能，她的状态是不

能，因为两个孩子，那个时候李松很小，有时候会爬到正在讲道的牧师脚前，很

认真讲道的时候，有人拉他，就是我的儿子了，师母把他抱着来教会，所以她说

“不敢。” 

但是从那个时候，主的呼召就来了，我头一次因为人家都叫我李宣教士，讲

了，叫了，她也笑，我也笑，我也很快习惯了。 

我们在一个教会里，他们常常有爱心，他们也知道我们是牧师这样宣告了，

我也开始全世界侍奉的时候，我需要生活，我也没有薪水。所以把泡菜，白菜，

各样的孩子们的衣服，更丰富的来了，收到这样的供应的时候，人真的不敢当，

但是心灵当中是很大的一些爱，头一次教会给我，虽然是我平日的收入的三分之

一的生活费，教会头一次给我，我以前一直是带职事奉、志愿工作的，教会所有

的事工，所有地方我都摸过的，那时候，我很年轻的，那个时候，如果教会给我

一百块，我是跳起来说，“不可以，这是教会的钱。” 

“这是分别为圣的钱，我不敢。”但是教会头一次给我生活费的时候，那个感

动是特别大，同样的钱，甚至更少的钱，但是对一个蒙召的人来讲，这个感动实



在是很大的，所以主的呼召有。 

从那个时候开始，真的不知道前面往怎么样的路走，往哪里走？但是主很奇

妙的带领，一步一步地遇见，叫我去，就是我这样奉献之后，不到一个礼拜，马

上从中国有一个厚厚的信封就来了，这是帮助我们，他们要求我们帮助，马上，

中国来的，早就知道，主这样带领，这是主开启门路的。 

那个时候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地方，那是一个煤矿，佳

木斯、牡丹江向上一点就是了。从北京 36 个小时火车到达。四次、五次、七次

这样来往的时候，我对华人的负担加增，主好像一直对我说，“你看，你看啊！” 

你看啊！我们活着大家都知道，现在活着好得多，中国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国

家了。但 20-30年当中，中国这么地发达。但是我头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1989

年，那个信来的时候，1990年，我去到中国，整个的火车，大家年纪大一点的弟

兄姐妹会知道，那个时代的中国火车，所有的男孩子都是带着香烟。中国人打招

呼的方式就是拿出来香烟的，吃饭了没有，然后香烟来了。 

我最受不了是那个香烟的烟气，对我们不抽烟的人来讲，那真的是一个毒品，

怎么也不能盖住，那种情况里面，很多小孩子在爸爸妈妈的怀里睡觉。 

大家都在吃瓜子，整个的地板上全部都是瓜子，然后有的人喝酒。整个火车

里，满满地真的像是一个烟囱，完全是烟。 

车长年轻人，打、踢老人家。这个中国的唯物论，阶级斗争论，我要抢，对

强者弱，对弱者很强。那个时候我的眼光里面是这样。现在我想起来这种情况太

多了。 

那样的社会，为什么这样，我说在帮忙买一瓶矿泉水也没有，只有两三个排

队的人很多，我要问什么有时候，那个卖货的人是一个小姐，16 岁左右，跟叔叔

一样年龄的人说，同志，排队！！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那么凶呀，我们资本国

家与共产国家人的差距，现在真的是很好了，真的是天壤之差了，但当时真的是

不一样，现在中国已经是很好了，天壤之差了，但是当时真的是这样的。 

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为什么相信他们的祖先是猴子？很多很多的方面。 

但他们的脸色是那样平安，有一种感恩，一个年轻的宣教士从韩国来，当时

韩国和中国是没有邦交的，所以没有邦交的不能拿到签证，所以怎么办，要从韩

国下到香港，四个半小时，从香港再办临时签证，然后上北京，3个小时，再从

北京又到双鸭山市 36 个小时，弟兄姐妹都知道的，看了就是不能讲话就是流泪

的，第二次第三次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是高兴的不得了，他们就抱着我，给我很

多的包子，很多的好吃的。 

聚会的时候，地方很小，但是都是站着，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把右脚抬起来，

没有地方站的。白天窗户那里很黑，我看到人都在那里听，那个时候，我没有什



么很多的信息，一个教会的执事，所以我就读经，把我所了解的跟他们分享，大

部分是韩国教会的见证了，怎么样的殉道怎样样的苦难当中，上帝怎么样的使用，

中国怎么样的需要福音，请大家祷告，大概有这样一些的内容，没有现在这么多

的信息，神属我，我属主这样一些奥秘的，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的清楚的时候。 

但是我在火车上，拿出来圣经来看，其实我们外国人不能坐一般人的火车，

我们是用美金来买软卧车，一个房间 4个人的地主，是外国人的地方，我后来知

道，这个火车费是比我的飞机费更贵，所以外国人来中国，必定是用钱来走，虽

然我是在软卧车，但是我是喜欢跟中国人在一起，那个软卧那个地方刚好是不能

抽烟，中国高官也在那边，我是外国人，你们对外国人是应该有一点礼貌吧，所

以那个空间是很干净的，但是，深夜，我跑到火车看第二等，第三等的车厢看一

下，看见满满地都是人。 

有的人是睡觉，有的人是扑克牌，抽烟的，不得了。 

我就观察，有的人很孤单，坐在那里，睡不着的，他们一看也会知道我是外

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跟他们讲，问他们你是去哪里呀，这样慢慢地问

的时候，你为什么来这个地方，他们也必定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最好的事

业，他们问最好的事业是什么事业就是天上的事业，就是我天上的阿爸父派我到

这里，今天我遇到你是主的安排。噢，真的噢，真的噢，摸一下他们的灵魂，摸

一下他们的心，主真的给我看了，主说，你看啊，你看啊。 

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他们刚刚信主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不知道讲什么，我

后来发现，他们甚至有的人连圣经是包括旧约和新约也不知道，我就说，圣经是

圣灵所默示的，然后跟他们讲有旧约新约，跟他们这样分享，大家也是一楞一楞

地、欢喜快乐地领受。 

我后来发现，我知道的太多，就个是呼召了。 

就这样开始，我后来读神学，1994年，我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发生很多事情，

大家都知道，1997年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大家都知道 1994年从那个时候，

我开始发现，我整个的信仰生活是相当人为的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不是神为

的生活，灵的奥秘也不知道。 

那一年我好几次赶鬼，主为我安排好多赶鬼的场合，这个灵界的事实，真实，

我很清楚地看到，这个灵界跟耶稣基督的名的一个关系，很清楚地经历了以后，

我再看圣经时候，圣经全部都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才知道，靠着圣灵赶鬼，上帝

说我的灵在你们当中，这些话，各样美好的恩赐和赏赐，你们跟耶稣从死里复活，

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了，各样的话我才会明白，以前是文字知识上明白了解，现在

实际上会了解，我的所属，赶鬼的时候很清楚地知道鬼。所以这些整个的奥秘里

面，我真的眼开始得开，我真的在主的面前悔改，一个月的时间悔改，那是我一



生当中第三次悔改，是很认真事奉当中的悔改。 

因为我所传讲的是反而毁坏主的教会的，一直强调我的奉献，那个时候，我

大部分我的见证是，戴德生的见证也是人方面的奉献，他的摆上，他的为中国的

摆上的一切，没有讲主，都是主呼召的，主差派的，主给他力量的，这个缺少了

主，只有讲人的热心，人要爱，总是有这方面的，也是讲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奉献，现在在你们当中吗，盼望华人中间更多的宣教士都出来，话是没

有错，但是错！那是完全动人的心来叫人，出来了，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全部

传讲的是律法，人的热心，人的作为的东西。 

然后，各位知道吗，韩国教会有钱，有能力，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这个时代

来讲，差派宣教士最多的是韩国教会了，现在 5 万个宣教士，美国宣教士 15 万

个，但人口比例来说，韩国宣教士是最多的。 

韩国人宣教士全部都是拯救灵魂上，美国宣教士是教授，医院，孤儿院，那

方面的也有。我是当中韩国派到缅甸，50 块美金，是一个家庭的生活费，对韩国

人来讲，对新加坡人来讲，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在茶点那里喝一杯咖啡，吃一

点点心，50块了，一个人吃了，这是缅甸一个家庭的生活费，我也看到很多的孤

儿，缅甸的华人是国民党的一个方面军跑到缅甸，另外的跑到台湾，我们看到那

个地方华人的孤儿很多，人穷苦，整个缅甸的政府不安定，反政府的很多，有军

队，跟政府一直打仗。那个时候，华人的传福音工作非常地辛苦。 

这种情况我告诉韩国教会了，韩国教会马上宣传，神透过我支持的孤儿大约

300人。传道人的家庭 60人，大部分的钱是从韩国教会来，80%左右，20%从新加

坡的教会来。我在那边不是一个宣教士，他们说老板来了！不是弟兄来了！传道

士呢，他们自己也领受，也报告，所以总是我觉得不对了，特别 1994 年，我明

白神为的事情之后，我后来发现，我们爱心支持的，传道人跟自己牧养的兄弟姐

妹有些隔阂发生了，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贫苦，那在贫苦中，传道人也要贫

苦，跟弟兄姐妹要一起耕种，一起牧畜，一起做的话，很多人是传福音，弟兄姐

妹用爱心来支持传道人，这样的话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交流。但是外国人有钱的人

支持的传道人，会发现带来教会很多的矛盾。 

所以 94 年我发现各方面的问题，我在主的面前一个一个地悔改之后，从那

个时候开始，我重新认识圣经。那个时候，我也是遇到第三个恩人，一位牧师，

也特别以应许为中心地看圣经，那个是非常地开启我的眼睛了，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创世记开始，我再一次重新研读，36课总览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知道一个人是

因为认识了神的话，反而亵渎神，这句话听起来矛盾，但这是事实，因为法利赛

人成为法利赛人是因为认识神的话，撒都该人成为撒都该人是因为认识神的话，

所以我就发现不对了。在过去整个人迟钝的日子里，我的信仰生活不对，迟钝的



不得了，反而反对了，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讲的，耶和华神的愤恨，我为众

教会所带着的愤恨，是耶和华神的愤恨，这句话我非常地了解，我也阿们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也有一点兴奋，也有一点讲这个当代教会的一些不

对，我有一些悔改的内容讲的时候，其实常常礼拜，我的家庭有十多个的宣教士

来，新加坡他们有的人是讲华语，英语也不够，所以宣教士来我的家做小组，我

们团契，我们一起吃喝，弹吉他，一个礼拜一起的见证，一起祷告，特别为新加

坡，东南亚，中国的宣教士祷告的。 

那些宣教士，1994年我的眼睛打开之后，我跟他们分享我所发现的，噢，他

们反对啊，因为我否认我自己，我自己一直以来的事奉完全是人为的，上帝不喜

悦的，我的几个学弟，他们跟我反对，我喜欢李大哥，以前的李大哥，不是 94年

的李大哥，你是对的，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因为他们心里不要接受他们也错了，

其实在教会我们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说一端，二端，三端这样来攻

击我，是因为他们不要悔改，是因为他们不正直，是因为他们不要承认他们是失

败的，因为有一个人非常认真地，超越认真地事奉的人，他在众人的面前说，我

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的热心逼迫了主的教会，毁坏了主的教会的时候，他们不能

接纳。 

因为有的人，像各位这样听了就说对，我也是在失败当中，我的主在哪里啊，

我的主在哪里啊，到处寻找主的人是阿们，就是这样，你发现的是什么，你的良

人为什么那么好，一直问，你所认识的良人为什么这么好！这么强的地方是什么

地方，所以这样一直问的时候，逼迫的人大概是十个人是逼迫我的，一两个人是

在街上寻找主的，在街上宽阔处巡逻找，我的主在哪里的人是，阿们来接受了。 

所以一边是得了安慰，一边是得了大大的逼迫，异端二端三端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有一个新加坡的妇人是我孩子朋友的妈妈，她是曾经在加拿大留学的，也

是很高洁的妇人，他的丈夫也是读到博士，很好的一个姐妹，但是直到她去教会，

也是宗教生活的，所以我也祷告，我用我的经历告诉她，真的，真的，所以她自

己也知道，她自己没有问题，所以没有那么饥渴，只是点点头。后来，大概一年

之后，我在路上和师母一起遇到她的时候，她很美丽的女人，我的师母说，唉呀，

她怎么搞的，完全只剩下骨头了，所以我问她，你有什么病吗，她说，她忧郁症。 

所以，师母说，你必定要见她，必定要见她，所以好呀，把她带来我的家，

安静的地方跟她讲话，她带来了，讲几句，我现在还记得，我跟她说，你一来去

了教会但是你从来没有遇见主，你的主在哪里，有主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是受到攻击的，但是你要喜乐，因为主是爱你，主要爱的人，才有这样的

难处。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都是败坏，在教会里面完全形式，宗教生活，主不管他

们，从来没有管教临到他们身上是因为原来他们不是属于主的，主就任凭他们的。 



主的子民是常常遇到问题的中间，寻找主，主在哪里。她就眼睛打开，问，

主爱我？我说，对！主爱你，然后，我这样很清楚地讲人被造的原理，鱼必定是

活在水里面，树必定在泥土中，人必定活在哪里，人是有灵魂，所以人要知道自

己灵魂的事，灵界的事。 

要认识圣灵，所以圣灵是怎么样进来的，我就分享，她眼睛一直打开，那一

天干扰她的鬼离开了，所以第三天，她的丈夫跟她一起来。他说，听了一个李宣

教士，孩子朋友的爸爸这么厉害呀，我的太太，几乎一年没有睡好，连续三天睡

得很好，她一直被折磨的。她的丈夫虽然是一个博士，但是他是一个宗教徒，去

去教会，没有饥渴，事业也是非常成功，也很美男子，也是美女，两个孩子也是

宝贝，很可爱的，他们家庭没问题，因着这个问题，他们丈夫也有饥渴，问你有

什么一套叫我的太太得释放，所以我也说，你来的好，你也没有遇见主，不把他

们真的不当一个基督徒，只当一个基督教徒而已。 

所以讲的时候，他是阿们，阿们，能不能过来我的家，我的周围有很多这样

的人，我就招集人，请你分享你所知道的，你好像分享神的话，是跟别人不一样

的，不一样，那么好，主必定说，亲爱的，你们进来吃喝！ 

然后我去他的家，他的家每一次去，每一次两三个人加增，很多人得到了，

得到了也是麻烦的事又来了，因为他们信误解了。他们误解后，慢慢会否认教会

的教导。 

真的是谦卑的圣徒，若不是用佛经来讲道，用圣经来讲道的话，起码，从经

文本身也是得到东西的，我是一直跟弟兄姐妹们去三自教会的，和一些软弱的家

庭教会的，常常问，你的牧师用什么来讲道的，用圣经来讲道的，你为什么不能

蒙恩，我是连小孩子读的声音听圣经也会蒙恩的，甚至流泪了，因为经文本身是

神的话。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懂得教导这个方面，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些为众教会

有一些的愤恨在我的心灵里面，结果他们教会里面说，我们教会的教导错了，然

后有一个韩国宣教士他教导的才对了，等等，这样的话，他们的教会是大教会，

160年，现在是 180 年的历史的教会，当时 160年的华人教会，我不提那个教会

的名字，其实那个教会是曾经两年前我被邀请做他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大教会的使

命宣教的主讲员，我讲员的时候，他们也是很蒙恩了，现在讲的是英文部，我是

讲的中文部，那个夫妇是去英文部教会的，然后我最亲近的一个朋友，他礼拜五

来我的小组，跟我一起做宣教士的，他是讲我是怎么样的一端二端三端，来了，

主叫我真的是被朋友背叛的经历也让我经历了，但是这是不好听的见证，也不想

要想的事情了。但是到现在我真的是祝福，他的孩子们也跟我的孩子们一起长大

的，我会祝福他们的，主也这样许可，叫我受到很大的逼迫，在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尼，我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时，美国的门路也打开，美国也是见闻，

现在也有。 

我要讲的是，我们的侍奉，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有另一个主的呼召来，每

一次主的呼召来的时候，我听到的话是什么呢“你知道的太多了”我知道了这个

情报，人人都在咒诅里面，地狱里面，或者宗教更糟糕的情况里面，你心灵里面

怎么没有得到一个愤恨，没有这个分享！ 

主一直给我这样的声音，所以一直到现在，不是那个时候，我全部得到的，

直到现在，我所得到的，真的是对的，我现在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有

的人是你们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姐妹你们知道的太多，虽然有些大学教授，比较

一下，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保罗给罗马人写信的时候，开始所讲称赞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罗马教会是

很不错的教会，但是保罗说，我知道的，你们必定要知道，我知道的，你们还不

掌握，所以你们可能还有一些人为的宗教生活，虽然是蒙恩的，所以保罗有一个

负担，拼命地要到罗马去，但是主一直阻挡，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罗马书一

章说，我把些恩典，你们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我要给你们，使我们一同得安慰，

保罗这样说的，把一些恩典是什么，这就是整个罗马书的内容，所以各位，我们

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来教会，有些基督教徒的，也有主日来的，但是他们不知道

主是他们的主的，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样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都是有潜在的恩

典在他们身上，主得着他们了，但是我们每一人经历的 1994年，他们没有时候，

他们还是一个人为的思法，他们是压力，压抑，他们什么都是自己要做，自己不

够，自己不如戴德生，有这样的，自己不如大卫，不如保罗，大误解了，我们是

如，不是不如，大卫条件跟我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保罗的条件跟我的条件是一

模一样的，一父一主一灵一洗一体，就是得到同样的福音的奥秘，那么在他们身

上所发生的事，一定要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但是有这样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

基督人，我们看基督徒这个字也是被污染了，因为我们很频繁地听，基督人是何

等荣耀尊贵的名字呀，那是主为他，上帝自己为他代赎，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

君尊的祭司，基督徒太被误解了，所以我用基督人，为什么我用这个词，用另外

一个词，基督徒是更好，这是一个门徒的意思，这里的意思。 

实在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各位，如果有人来找各位问，现在讲的很重要：

你为什么说生命堂，你为什么说 36 课，你为什么说，圣经总览，你怎么回答，

那个属灵的恩典，你的发现，叫你真的从一个宗教徒，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真的

之前没有主人的，现在有主人的，凡事上有主人的，凡事上主带领，凡事上主供

应我，凡事上主保护我，那个转变上，一个伟大的转变上，你的眼光里面旁边的

教会里面的一些人，你看他明明是一个宗教生活，他如果问，你的良人是到底哪



一个地方更好呢，他这样问的时候，你能够回答什么，有没有那个内容，那个内

容重要不重要，内容重要的话，你有没有曾经安静下来一次，整理一下，系统化

了没有，那么重要的话，知道为什么，Know How！那样的看见主，怎么样的看见

主，怎么样的听见主，怎么样的顺从主，主是怎么样的安慰你，特别他是与你同

在，叫你坦然无惧，叫你刚强壮胆，然后怎么看到他将他的道引导你，你是知道！

——Know How 的话，你应该怎么样说明，你所知道的，你所享受的，跟别的宗教

徒享受的不一样的是哪一样东西。 

有没有保罗为这么漂亮，这么蒙恩的罗马圣徒祷告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负担，

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那就是主门孔里面伸手进来，呼召我的声音了。 

我们各位要知道听道本身是蒙召了，你知道怎么样的遇见主，怎么样的看见

主，你是永远属于天国，再没有定罪，永远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带

领你，奥秘你清楚明白了，你是自己享受，哈利路亚，家人是还在地狱里面了，

我们心灵里面一点负担都没有吗，当然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负担，

但是今天主再另外一个来到雅歌第 5章的时候，你的丈夫，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

是，她们也去教会呀，她们不是那样饥渴地，好像疯了一样的，找，我的主在哪

里？我的主给我的答案是什么？我怎么养育这个主日学的孩子，我怎么样的要得

到这些中学生，我怎么样的传福音，我怎么样的要培养门徒，我的主的教导在哪

里？有这样寻找的时候，对有一些教会的会友来讲是，他——是怎么啦，难道我

们是不认识主吗，他为什么这么特别？他们为什么这样癫狂的人一样的，不正常，

很多人说，你们信主好，但是要正常地信，不要那么极端，但在有的人的眼光里

面是我们的确是极端，为什么，保罗他为什么，保罗 他在殉道的时候他说，那

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等

候我，那么地欢喜快乐，到底哪一地方是他的生命所看到的，与我们生命所看到

的是不一样？这个必定要发现。必定要发现。 

这次在山上我们祷告，山上时候不够了，我们回去，我巴不得我的 1994年，

各位都经历，从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不一样了，门路自动地会打开，你会成为忙

的人，每一天要有事情做，天天要传福音，天天要奔跑，天天要写出来，天天要

传扬，整天七个小时，八个小时分享也是不累，那一股力量，智慧随着你。 

我们剩下来的日子，五年十年，必定要这样过的，可以有耳朵能听着进去的，

请各位就是接纳，很重要的是，我们圣经里面的经意，与只有礼拜天来教会的人

的差异，是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所看到就罗马书所说的话

是，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绝对不是在教会里面多参加，多行善，上天堂，

No！这个的发现，是保罗很想去罗马教会多把这个奥秘好好地要告诉他们的，然

后旧约圣经一直强调的是，你的救恩是要带到什么地步，你的救恩是你的灵那里，



不是因你的行为得救的，是因你的灵魂改变而得救的，所以因信称义是这个意思。 

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但是只有透过，也不是犹太人得了这个诫律，律法，神的旨意都知道的人，

甚至做到了，你不能得救了，你做到了，是因为你发现主的爱，你爱神，灵魂有

主，所以因信称义，所以不是因行称义了，因行，你无论怎么样地去教会，怎么

样服侍，行善，没有用的意思。保罗很想向当时去教会的人，他们当中也有很多

重生的人也有，很多种人，很多层次的信徒在教会里面，但是保罗是知道他们的

信德，他们爱耶稣基督，顺从主，但是他们想把他们生命里面一个系统建立起来，

叫他们时常能够享受，这样才能使一个人成为活祭的，24个小时活祭。 

保罗另外一个负担的地方是，信了之后，就主给我们成就了，第四章亚伯拉

罕信了，上帝给他的，话，给他的应许，上 帝以他的信为义了，这个事情必定

会成就出来。已经信的人是已经得了圣灵了，所以自己会知道圣灵的，所以不是

按照旧样生活，去教会回来，乃是按着心灵的新样生活的，所以保罗真的是盼望

罗马圣徒，历史上所有圣徒都知道他们就是不再有定罪了，完全脱离了罪和死的

律了，不能再犯罪了，这是约翰使徒所讲的，正确来讲是，不能继续犯罪了，因

为圣灵保惠师必定指教我们，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完全沉沦，沉睡的话，主的管

教叫我们醒过来，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犯罪的，已经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不是

所有来教会的人都会明白，所以他们常常会有一些被控告 ，常常不看重自己的

生命，所以很多问题就来，保罗特别说，他盼望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信耶稣基督

的，他们不是以扫，乃是雅各，是上帝所爱的，我们了解这些，我这迟钝的生命

也是来教会很久之后才能够会明白的，所以上帝会爱我，我的生命的一切的条件

都是上帝的爱。 

我的刚硬的父亲，上帝的爱，这个自动会有根有基地明白，上帝纯全善良可

喜悦的旨意。 

十章我们看到，我以前觉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恩是我相信应该的，因

为上帝爱他们，上帝给他们应许也要给他们成就，他们是亲自听到上帝的声音，

他们这样蒙召，出来事奉上帝的，他们这样的蒙恩，世世代代蒙恩，成为历史的

主人公的民族这样蒙恩是应该的，我这么相信。那么我呢，一个韩国人，自己知

道自己是何等地软弱，怎么能够这个应许，这位神，这位神的呼召，我说，在我

身上！这就是罗马书 10章内容。 

没有上帝的差派，没有传福音，没有传福音，没有办法听福音，没有办法听

福音，没有办法信福音，没有办法信福音，没有办法呼求主，来教会。所以保罗

很想所讲的是，我们信仰生活最重要的是骨干是。 

第11章，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讲的应许，不是只有他的时代，不是第三代第四



代，乃是直到主再来，所以以色列的犹太人，外邦人得救的人数得满足的时候，

上帝必定会成就的，这些是，为着罗马的犹太人，也为外邦人，你们原来是野橄

榄的，接在真橄榄上的。 

第12章，然后保罗所讲的，福音是活祭的。他说，谁是凡事上祷告的，谁是

凡事上的传道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所以这些奥秘，我们生命堂里

面是，如果人家找你说，我们纽约这个地方招集了 7-8个人非常饥渴寻找主的人，

我知道你生命里面有答案，你过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你要分享什么，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是这个了。 

我去中国，我去台湾，我去新加坡我的负担，是让听道的人是发现，要把一

些另外的恩典他们所不知的，这个方面，是我整个的祷告集中的在这个地方。 

我一直祷告到我的心得满足，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是主叫我讲的，所以，

这些的奥秘，到底，你为什么说，生命堂的门徒，愿意成为生命堂的门徒，弟兄

姐妹十多年一直留在这个教会，虽然这个教会依人的眼光看这个教会真的是没有

什么，每一个人生命都是问题满满，迟钝的不得了，连牧师也包括，这样的团契

里面，到底哪一个是让你继续留在这个教会，是好人吗，这个人有好行为吗，他

们有多爱主吗？人特别圣洁吗，哪一个，这个，你们各位可以能够会说明的，那

我们当中到现在还没有蒙召的，主的声音还没听到的，必定要蒙召要回应，我们

蒙召的人是到处寻找，主你在哪里，是不是？ 

要自己知道，人家必定问你，你的丈夫到底哪一个地方好强，必定要回答。

我简单地说，蒙召，人的身份，怎么样基督怎么样的完全属于我，这个奥秘，教

会一般的信徒很弱，昨天我跟各位讲过，我们刚开始听福音的，我们用四个属灵

定律来接受主的，多强调是这个地方了，是道成了肉身，道成了我，今天住在我

里面，这个强调，整本圣经是讲这个的，很重要。 

很多弟兄姐妹是努力虔诚地生活，不懂得主给我的应许，去年成就的，今年

成就的不一样，那我的祷告，继续不断地有感恩，因为主给我成就的应许。继续

有一个新的盼望，新的一个时间表，新的一个祈求，是有应许得成就的证据的，

有这样的信仰生活，在去教会的人当中，宗教性的人生活是比较弱，他们是得不

着那个证据——未见之事的证据，确据。 

所信的，必定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有异象所以今天该走的路，我今天该祷告

的事，是知道的，未见之事的确据，看见神，在我里面。他医治我的身体，他洗

净我的心灵，他供应所需要的钱，智慧和能力，要这个证据，那个证据需要的。 

他差派我到公司，职场，怎么样的帮助我，我的嘴巴怎么样成为他的嘴巴，

来把老板部长当作我的主，真的这样的心，所有周围的人，都需要我所知道的这

位主，这样才能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担忧，他们的惧怕里面，他们才能够得释放



的，我知道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应许得成就的证据是，主给我们有一个通道，

那就是祷告了，我们祷告当中用信心来祷告，祷告中看见的，教会里面通常宗教

生活的基督教徒弱的地方是这个地方。 

整本圣经是旧约，新约，永约，是约了。 

约的成就。 

整本圣经里面的约与你的生命之间有什么联系，你有没有跟上帝立过约，立

过约怎么能成为你祷告的内容，你祷告当中怎么样发现主给你成就的，所以这个

是当代信徒很虔诚信主的，很认真事奉主的信徒，这方面也比较弱的，所以常常

事奉当中被控告，常常事奉中有很多的压力，常常事奉当中不能教导，不能做见

证，这个实在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确认过的，主的呼召自动

在我们的身上。 

有的人说，我没有像主寻找以利亚一样的，以利亚，你过来，像以利沙一样

的，基甸一样的，甚至基甸两次试验主，这个真的是主吗，你真的叫我得胜吗，

我没有这个，所以我没有主的呼召，不是的，各位你知道的是，主透过他的使者

告诉你的呼召来的。你借着那个使者跟你所讲的话，你认识主了，更清楚地跟从

主了，这个本身是呼召来的。主的呼召，知道的人是呼召来的。这一生，我们的

一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了。 

我们必定是要得取自己的王城。每一个的人有自己的产业了，那离开世界的

时候结束了，有的多得，主是这样讲，不是刚刚好我们进到天国为满足，必定是

那永远的冠冕我们要得着的。 

这个是我们必定要强调的，保罗的愤恨在这里。 

对圣灵的了解，不太对，对魔鬼撒旦的工作的了解也不太对，好像电影鬼电

影的样子来了解魔鬼的作为，不是的。魔鬼撒旦是 24 小时，凡事上弄瞎我们的

心眼，控告我们，欺骗我们，甚至欺骗我们的情绪，他的工作是常常要看到的，

那么圣灵的工作也是完全相反地 24 个小时，所以越认识圣灵，越是更日常，正

常，时常地认识，这样的圣灵你明白之后，人人都在追求圣灵，圣灵正在他的生

命里面，他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事工里，脚步里面，他遇到的事情里面有圣灵

的指教，明白神的旨意顺从的时候，圣灵给他能力，浩大的能力，各样的恩赐赏

赐会按照 我们的需要来供应我们，这个是才最正确的生命，最有能力的生命，

最大的神迹，这个方面，我们发现之后呢，我生命里面有一个愤恨。 

当代教会，历代历世的教会的错误是讲神讲错，因为神就是圣灵，讲错，常

常有牵强的心来敬拜神，要寻找神，但是活不出来神，这个方面各位有没有心灵

里有一个愤恨，很一次听牧师的信息，生命堂的信息，主日也听，周间也听，总

听，阿们，阿们也有，但是有没有呼召在你的身上，唉啊，我这样没有口才的人，



跟牧师不一样，不是的，知道的人，会讲，知道的人是会讲。 

我常常怕儿子误解，我跟儿子说，我怕你误解，你是常常安静的，我说，你

自己认为不太有口才的，多听，喜欢听，不讲的，你的姐姐是快讲的，所以不一

样的，所以做牧师也是姐姐做牧师，我是不是这样的呼召。我是跟我的儿子，这

样讲，你千万不要误解你自己是没有口才的，然后他说“我没有误解，我有口才

啊，这是爸爸你的误解。”我说“好，好，好，我的儿子，好好，好！”但是我告

诉他说，传福音做传道，是讲你知道的，讲你经历的，用口吃也没有关系，口吃

来讲，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想起来了，主——透过他的仆人告诉我的，用

心来祷告，用信心来祷告的时候，真的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另外一个空间，

从创立世界到现在，我的家族，我的家人的救恩，就是救恩历史 6000 年，一直

以来带领来的，其中有我，三层天有我！完全不一样，用信心来祷告的时候，我

的时间表，我的对我的时间，我的日子，我的期待，全部都改变了，看到的人是

用口吃会讲的。但是他讲的时候，神迹发生，我常常强调。儿子说，爸爸，我都

知道，时候还没到。 

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教会几百个人当中，他被选了，成为门徒训练三年，

这次他有主给我们的应许，一步一步的成就是有，有每次跟他说，一对一要教导。 

知道的太多的这个人啊！我的女儿是早都接受，所以已经有一个泰国的一个

姐妹，她一对一的开始跟她分享，昨天前天她打电话跟我说，又要开另外一个，

主又为我开另外一个，她的教导是一对一的，总是主会打开门路。 

我常常跟各位说，我们开始不为自己而活，开始为别人而活的时候，你会发

现你自己没有担忧的事，你没有不够的事，甚至你不需要天天为你的家庭，你的

孩子来担心，因为主是活着的，主是负责的，真的是这样。 

从我真的看到中国的那个光景，从主呼召我出来，主说你知道的太多，让我

奉献，甚至我放弃我的工作，放弃我的家族，放弃我的朋友们，来到异国的时候

开始，第一天开始，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半的孩子，没有资格上幼稚园的，

老师抱着他来的，这是我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为爸爸了。真的是神迹，主的带领

真的是这样，什么时候你开始，你不是为自己担心，是为别人担心，为别人流泪，

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跟师母常常关注的是别人，弟兄姐妹有没有跌倒，弟兄姐

妹有没有这样，有没有那样，整天讲的是这个，结果自己是不需要担心，其实师

母身上还有一个病，但是不担心，来的时候再应付，平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那

个问题也是当作是身上在软弱当中显出上帝的恩典能力的一根刺，等候，如果上

帝叫她开刀就去开刀，目前不是那个时间表。那这样的生活，不需要为自己担心，

无论到哪里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爱心的包容，祝福的话，啊，太多了，这样的

生活，到现在，真的是我感谢的是，这是不配我的资格，不配我的人格，这是主



给我宝贝的弟兄姐妹，甚至门徒，太多了。我们只活一辈子的生活，必定要主的

呼召，必定我们回应，我在这里！我愿意，常常唱，我们教会特别唱诗歌第三首，

第四首是活祭，马上我心里面说，主啊，我也包括，我们都能够成为活祭，我是

看到我一上来几个人要开始的祷告是对的，主啊，叫他梦中也做活祭，真的是不

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自己表白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万物的

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圣徒的交通当中圣灵的工

作，所以，你要按你信的要生活！ 

其实，我们会发现，为别人开始祷告生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话，很多信息

涌出来，那是主必定会供应给我们的，所以，24 个小时的圣灵，24 个小时的抵

挡魔鬼叫他逃跑，这个是当代教会必定要多多恢复的。 

保罗的话来讲，他是不住地，保罗他说，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全副的军装必

定要穿戴着。这个就是全副军装。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要祷告祈求，他发现了，他是认识了 24个小时的圣灵，睡

觉的时候也是圣灵，祷告的时候也是圣灵，吃饭的时候也是圣灵，这个呢，掌握

了多少，我也是公开地说，我也是掌握的不够，跟我一样分享，但是这实在是很

重要，保罗也是一个标杆，这是一个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主的标

杆直跑，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 2018年 7月 7日给我这个地方的理由，

耶稣基督之所以得着我的理由，发现是保罗的生活当中的方法和秘诀了。保罗比

我们先经历的人，都很清楚地经历的人，全部是证明出来，已经告诉我们了，我

方面我们必定要恢复。必定要恢复主的呼召。 

我们好好跟我一起愿意祷告的人，这个是甘愿了，自愿的，很简单的一句话：

从今以后，我的生命的目标，是为爱人而活，爱主，爱人而活！ 

阿们！各位很真心的阿们！ 

为了爱主，爱主就是等于爱主的儿女们，所以爱人这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

们的生活全部都不一样了，你会到另外一个空间了。很多夫妻结婚的时候，在礼

曲中，主里面问他说，你的一生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有健康或者生病，你必定爱

他到底，保护他到底，服侍到底吗，愿意！新郎新娘都是这样讲，但是结婚典礼

那里，现在我们这一对新人他们真的成为一家人了，大家拍手鼓励他们，他们一

起出来，出来的同时开始，矛盾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丈夫娶了那个人的理由

是为自己，太太嫁给了那个男人是为了自己，人的怎么的心呀，真的是直到真正

的重生，第二次的第三次的人生有另外一个阶段，在重生之前是不能改变过来，

所以家庭里面那么多的问题，所以为自己而活的，所以永远是上班回来，就太太

说，饭都预备好了，亲爱你把桌子擦一下好么，马上心里生出一个埋怨出来，人

家在外面整天忙着，也被老板骂的，也这样的生活回来，桌子也没有擦，你整天



在家里做什么！马上来这种心思，虽然不讲，有的时候气来的时候，也讲出来，

一次讲出来一辈子有影响，但是真的是结婚的时候是为太太，为丈夫而活的意思，

你是我的一半，我结婚以后，绝对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是为你而活，那在家里，

相反地想，丈夫吃的时候，一直照顾孩子，也给太太好吃的东西，在善性循环里

面的东西必定是这样，好吃的东西给丈夫的吃的时候，比自己吃的更喜乐，太太

这样的，丈夫也是这样，让对方多吃，你整天在外面辛苦了，你应该要多吃，我

们家庭是依靠你了，你要多吃，这样的讲话，是在善性循环中了。 

然后吃过饭了，丈夫跑洗碗的地方，太太说，你整天够累了，不要洗，我来

洗，丈夫跟太太说，你不知道其实一个同事告诉我说，一个主妇在家里跑来跑去，

一天十公里了，你去卧房打扫，然后照顾孩子，丈夫说，照顾孩子 30 分钟跟他

一起玩，都是这么辛苦，你是整天跟孩子一起，你是何等的辛苦呀，你是天天辛

苦，你也是软弱的器皿，是女子，我是阿里山和少年壮如山，所以没事，我比你

应该有十倍的能力力量，洗碗，开心地洗。 

从口里出来的是感恩，感谢，怎么能会有这样的太太，虽然她偶尔有问题，

但是感谢主，叫我有学习的机会，丈夫也笑，自己也笑，这样的夫妇生活。 

为别人而活，为爱人而活的人，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问题！阿们！ 

没有问题，真的你累的筋疲力尽，那你昏倒就昏倒吧，你昏倒的时候，会感

觉到你的太太用丝巾来摸你的额头，这就是人生。 

我们看谁能够会得到最好的父母？ 

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谁遇见了最好的父母？ 

我！ 

你怎么这样说，下面的答案也必定要知道。父母给我多少的爱，照顾，这是

好父母吗？ 

父母多留下给我遗产，所以这是好父母吗？ 

父母给我一栋房子，这是太好的父母了？这样吗？ 

我的父母没有向我埋怨，凡事都是谢谢媳妇，谢谢儿子，所以这是好的父母

吗？ 

那也是好的父母！好的父母定义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我的意思是，谁能

够遇到最好的父母？等于，最孝敬父母的人，等于遇到最好的父母。 

所以因父母来感恩，因父母来感恩的人遇到了最好的父母！ 

所以，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认识为我安排我的父母的主，他自己

爱我的程度，给我最好的条件的程度，甚至把自己的命为我舍去，把那个十字架

的爱，什么都连接到，所以叫我真正地为主而活，为爱人而活的时候，我的父母

啊，我真感谢主，我的父母生出来他们就离婚，离婚本身不是要感谢主，但是离



婚，给我有一些痛苦，但是我知道我今天在主里面是跟这个痛苦有关。凡事都在

十字架里面发现的那永远无穷无条件的那个爱，我的永远的一位父——阿爸父的

眼光来看的时候。 

丈夫也是一样，谁是遇到最好的丈夫？ 

谁是遇到最好的太太？ 

为父母而活的人，为丈夫而活的人，为太太而活的人。 

谁能够得到最好的孩子？ 

为这个孩子而活的人。 

所以为了爱人而活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是没有问题，任何的条件，

挑战来，那个挑战是叫他得主的喜悦，多得主的奖赏的好机会了，各位明白吗？ 

福音与宗教的不同。从三层天来的智慧，跟地上来的智慧在这里。 

从三层天来的恩赐、赏赐、冠冕，跟地上来的福气不同就在这里了。所以主

说叫我们少思念地上的事，叫我们多思念天上面的事，这只有是为着我们所信的，

这个信心，才能通达。 

我们昨天读了，雅各书第一章所讲，各样美好的恩赐赏赐是继续不断从众光

之父来的，从上头来的！ 

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多发现的人，凡事会得到主的智慧！ 

所以，从上头来的方法，是真的是不一样，我也跟各位讲过有一位韩国姐妹，

结婚之后，在一个独生儿子的家庭生活，没有孩子，这个姐妹是完蛋了，看呀，

公公婆婆的眼光不太对了，也知道了慢慢劝他们的儿子娶别的女人，我们家庭不

能断代，必定要生孩子，要不然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不能见祖宗，大部分的父母

有这样的观念，而这个不出头的这个儿子，有一点被摇动的样子，这妇人痛苦地

来到主的面前，祷告。 

牧师告诉她的一句话，你相不相信约，你真的是蒙爱的，主凡事上会照顾你

的，你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主的旨意，我相信，我努力相信，我的信心不够，

求主给我多一点信心，她就这样祷告。 

看，她怀孕了，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每一次讲的时候，每一次喜乐，

生了孩子之后，发现是白痴的孩子。 

有一个姐妹，思念地上的事，地上人怎么看我，人怎么样，我的公公婆婆怎

么看我的孩子，怎么样看我，那么她的日子是糟糕了。就被魔鬼撒旦欺骗困住，

但是这个姐妹是蒙爱的，蒙恩的，所以她仰望主，为什么，为什么，她问了，为

什么？马上有答案，她自己流泪地在主面前感恩，这么地看中我，我能够会当得

起，所以把这样的孩子给我，但愿你的话，荣耀你的，祝福这个孩子，借着他祝

福更多人的荣耀的计划愿主显明，只要你显明，我得满足，我都会服侍你，反正



是短暂的，这个的一生，我为了服侍你而来的，你给我功课，你给我的使命，我

担得起，结论，来讲，她后来在韩国开了七间特殊儿童学校，上帝这样的祝福他，

这个孩子不是白痴的孩子，能够多人的孩子，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出生，我们

身上都有那个自私，原来我们以为自己是很聪明，但是自私会困住你，自私会叫

你痛苦。 

昨天我结束回房间之后，孩子们正在看卡通片永远是自己欺负老鼠，自己却

被欺负的那个猫的故事，为预备抓住那个老鼠而做的，自己被抓住，这个是很多

人的光景，只是小聪明，大聪明还没有得到，他的聪明也是被困在空中，灵界，

空中掌权者，魔鬼撒旦的掌权之下，都是被骗的，自己以为是对自己好，但是完

全毁坏自己的一生，自己非常地胆怯，不安，惧怕、挣扎，很多的吵架，甚至是

打架，很多的争竞。 

所以雅各书说，你们争竞，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用私欲，总是不离开你

们的私欲，你们的自私，为自己而活，所以今天主的呼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主的呼召，各位愿不愿意回应，第二是我们知道太多，主呼召我们的时候，

必定是像保罗一样，知道之后，把一些恩赐恩典，把一些以马内利的信息要分给

你们，一同得到安慰的，各位的身上有没有？ 

第一是要传福音方面的很多人在地狱里面了，他们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兄弟，你怎么能够会没有呼召呢，虽然我是在主里面安息，

现在已经洗了脚了，脱了鞋子了，也躺卧在床上了，我的生活舒服了，但是主的

另外一个呼召就来，我们必定要阿们了！ 

从今以后，不为自己而活，这样的人是最糟糕的人生，因为人的私欲是没有

极限的，没有办法满足的，什么都做过曾经，但是不能满足，只有为别人来服侍

的，我的一分力量，我的一滴我的汗水、我的泪水，都成为很大的感恩、满足、

赏赐，归到我的身上，教会外面的人是不必讲的了，教会里面也是有很多自私的

人，只有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孩子，这样生活的人，是最愚蠢的人！把自己

反而被空中以下世界的问题完全困住，自己不能跑出来，很多的家庭父母跟孩子

的关系上恶性循环，世界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应该的，这样事情发生，还好有这

样哀痛的事，人来悔改，能够有得救的机会。 

但是在教会里面，自己认为自己是重生了，自己认为自己得救了，然而在教

会和生活上，是跟父母、跟公公婆婆、跟媳妇间的很多的挣扎、夫妻之间的挣扎，

跟自己所爱的孩子，很多的挣扎，是因着你的私欲了，是你自己的自私。 

今天，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从那个地方完全脱离，我们今天已经脱离了罪和

死的律，律的意思是，我们的律，就是那个罪和死的原理上，我是完全脱离了，

从那个时间，那个空间里面完全脱离了，从今天以后，真的是为爱主，爱人活着，



阿们！ 

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最后结论，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是遇到最好的父母，

阿们！大家都比较自然地阿们了。 

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自己遇到最好的公公、婆婆，阿们！岳父，岳母，阿

们！ 

谁安排的？主来安排的！ 

我们遇到最好的配偶，阿们！我一生不向他要求什么，只有向他要求是爱情，

但是这个不能勉强的，叫他情愿的！我必定是服侍到底，服侍到筋疲力尽昏倒吧！ 

必定记得这句话，人就是一条命了，在主里面的，在主里面的命，发生什么

事，主的保护继续来。 

我们是遇到最好的儿女，我们的后代，连白痴的孩子也包括，连不蒙恩的孩

子也包括，大器晚成，不论我的条件是怎样，我的眼光是魔鬼撒旦借着那些条件

来攻击我，我的主，是爱我的！阿们！ 

我的主是活着的，阿们！ 

这是雅歌里面，我们必定要抓住的，很重要的重点。我们明天最后一次，明

天早上的时间，多多蒙恩吧！ 

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分享的，好好在揣摩吧，今天晚上的见证是，我

们不要见证别的，这一次我们相聚，这一次主告诉你的话上，当然，我们个人过

去见证里面，跟这次信息不关系的，带着来，彼此一起得安慰和劝勉，阿们！ 

我们祷告： 

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感恩，原来我们身上有这么荣耀的主的呼召，那么荣耀的

答案和完整的安息，是因着我们愿意爱人，愿意负主的轭，学习他的样子，但愿

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直到我们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请申姐妹带领我们

的祷告。 

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阿们！ 

主啊，你 j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招聚我们来，你把你的话语如同瀑布一样浇灌在我们心里，

是让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真是能够认识到，主啊，一切你所赐给

我们的，都是美好的，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都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主啊，你 这

样的爱我们，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父啊，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脱去了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你的模

样来，让我们能够爱人，我们本来不知道爱人，我们不爱人，我们只爱自己，我



们从生下来就是只爱自己的，但是主啊，因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地爱别人，主啊，你真正让我们经过今天早上我们牧者把

你的话语传讲给我们，我们仔细思想，我们怎么样在实际当中怎么样可以真做到

舍己，真能够做到背起十字架，真能够做到爱人，首先从我们周围的人做起。噢，

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如此恩典，让我们能得到

这样大的福气，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可测度，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不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

候，你就开始爱了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叫爱，主啊，

爱就是为别人舍命，为弟兄舍命，主啊，让我们记得这些，让我们不但是脑子里

面记得，真是能够行出来，让我们一举一动真实地能够看出来你的荣耀，让我们

活着真的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不为别的，让我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以神为乐，

主啊，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我们唯一快乐的源泉，你是我们的唯一。让我们感

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候，都恭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

你的圣灵运行在会堂当中，抓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实在是感谢主，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 

感谢主赐给我们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