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班课程 1 

神是如何来找我的？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看见主爱我的笑容，你已经成为习

惯了吗？这是最重要的事，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能够与主深深的交通，两个人在一

起的时候会习惯看见两个人中间运行的主，夫妇在一起的时候，不管对方软弱还

是刚强，因为那是主的时间表、因为那是主所安排的。所以，如果你独处的时候

有确据、有信心知道主真的爱你，且已经永远爱你、无穷无限的爱你，那你就能

够借着主基督的爱看到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儿女、你跟你的肢体、甚至跟你

不信主的你的同事中间，看到主的慈爱、主的恩惠在你们中间运行，我们真的需

要这样的眼光。其实，我们一生的日子是真的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主耶酥基督已

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现在宝座掌权、掌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了，所以我永恒的

时光是没有问题的，主永恒的大爱已经向我显明了。我爱我所爱的那爱心也是从

主而来的，所以主必定会祝福的。主给我们的应许必定会成就在我们所爱的人和

我们天天所代祷的人。我们多代祷是因为我们多爱，不管他的情况是怎样，主就

是这样运行在我们当中，主的作为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 

你在家庭里面会看到主正在做什么吗？你在跟孩子交通的过程当中，时常会

有主的恩惠、主的能力、主的慈爱、主的智慧、主的盼望彰显出来吗？我们的眼

光要放在这里，努力天天要联系起来，用主给我们的凡事、主给我们的所有的关

系当作教材来联系，这样联系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的离开这

尘土，其实我们离开的时候，带走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上什么的成功，并不是这个

世界上什么财物，乃是在我的心灵里：主啊，我知道这是你的声音，主啊，我知

道！谢谢你爱我，主啊，我知道今天你也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所看到的一切是对

主的赞叹、对主的感恩、对主的爱，带着这个的信——从身体里面回去永远的国

度。其实拥有这样敏锐眼光的人，他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会知道自己的奖赏

是多少，神是怎样成就自己所代祷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绝对不可

以失去的很重要的奥秘，我们要认真读书、要认真做工、也要认真侍奉主，这些

都是没有错，但是你失去这个的话，全部都是枉然的。 

 

1．诊断一下我的生命是怎样的光景？ 

现在我们诊断一下神正怎样住在你里面？正在怎样地跟你说话？在你和你

们中间正在做什么？得着这奥秘的人才能够得着最完整的平安，所以会有绝对的

感恩、绝对的喜乐，环境不能影响你，因为在你里面的主是绝对的、永远不变的、

丰盛的，看起来好像是怎样缺乏，但主与你同在！你是享受绝对丰盛、绝对喜乐



的。 

我们要时常能够看见主正在与我同在，无论你信不信，这是事实！ 

那究竟主怎样的与我们同在呢？我们要寻找出来，如果你真的掌握这个奥秘

的话，你呼求主的名时他的回应，你马上会看得到的主是完全保护你的，随时有

些病魔或者不好的暗示来，会伤害我性命的进来的时候，他就医治我们。你如果

已经得着这个信心的话，就会时常看到他的保护、他的医治，所以不需要为自己

的身体、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心，一生会在非常单纯和全备信心所带来的日子里生

活的。如果现在你知道主正在引导你，你对你的脚步绝对会有确据，所以你的脚

步有平安、有喜乐，对明天也会有一个绝对的盼望，人需要的是这个确据，人需

要的不是别的，人跟猴子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只有人有灵，也跟灵界相

通，圣灵会帮助我们，同时邪灵也攻击我们，所以人需要的是里面的灵好、外面

的身体也就好，跟旁边人的关系也才会好。 

我们旁边的人不是我们主管的，而是他们的神主管的！ 

所以我们跟旁边人相处的时候，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有绝对的平安。

你对你旁边的人爱的深度不一样，爱的最多的就是神托付给你代祷的对象，通常

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兄弟，也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的肢体。还

有那些在外面遇见的时候，圣灵特别感动你的人，因为这个人追求生命之道、这

个人追求永生，是追求神的，你能够分辨出来，所以你为他代祷，经过代祷再次

接触他的时候，很快会祝福他的生命。你的生命正在这样的系统里面吗？是正在

掌握这个奥秘里面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吗？ 

如果你时常能够看到主的供应的话，你就会按照主所定的丰盛的来使用，主会全

部都负责，主自己管理是最好的，然后会按时候供应给我们，所以你的心会很丰

盛，你的心不会贪心、你的心不会贫穷、你的心不会缺乏。 

所以，我们来确认： 

主啊；唯有你跟我的关系是永恒的，唯有你跟我的关系是不变的关系，唯有

你跟我的关系是绝对的关系！我所爱的和我的儿女因着我的生命得到多少的压力

我不知道，求主帮助我，只有主的恩惠慈爱在我们中间来往，因为都是主你自己

掌管的，都是主你自己所造的，都是主你自己正在带领的。虽然我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爱恨、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说话，很多的事情、但都是为了多得着主你

的爱、多认识主你的爱，多得到主你的智慧而存在的。我只有要多认识你，别人

你自己负责，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里。 

所以，从今以后，我们要一直传讲这个信息，主在你身上正在作什么？主怎

样来找你？主在你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主到现在又做了什么？

你是因着哪些而真正的感恩？现在盼望的是哪些事情？你现在所走的路是主的



云柱火柱正在怎样引导你吗？ 

要知道，以马内利的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奥秘要继续不断地寻找，这是主给我们的

很重要的使命。请你多思想，我们每个人面对主与主交通当中，就说；主你是永

远不变的，所以我能够享受不变的平安、喜乐，感恩、赞美，你是永远绝对不变

的，所有相对性的任何条件、环境、人的话语，都不能够影响我。 

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他怎样地来找我？他曾经告诉过我什么事？怎么样

的感动我？主正在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这些实在是看不见的东西，但这是最

重要的信息。 

诗篇 139 篇说；这个奥秘实在是难测、实在是难以知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是：我们真的变了，从有一天开始我们自己真的变了，从有一天开始我们的眼光

打开，看到整个世界都是不认识神的，都是在黑暗当中、都在肉体里面生活，从

有一天开始我们的眼光打开了，虽然有些时候从世界来的试探也有，但我的心总

是被保护，对这个世界无法再爱到底，有一个变化已经来到我身上了，现在时常

能看到自己的软弱，而以前是看不到的，所以常常会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真

的是无能的、我真的是有限的，会常常如此叹息。以前我是不会这样讲的，现在

真的变了，无论看到哪一个地方，会看到主所造的是这么地美好呀！闻到香气的

时候，哎呀！主为我造的香气这么香！看到花朵的时候，哎呀！主为我造的花朵

如此美丽，就是为了满足我的眼睛！我们心里的感动从有一天开始真的变了。当

然，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的确是有变了。然后，各位人生的计划、关

心、生活的中心点可能都变了吧？神的话的确是对的，主伟大奇妙的工作已经在

我身上展开了，那么要找出来，找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那些你从来没有发现

过的很重要的奥秘，就是你的心灵、你的生活，能够会进入更完全、更绝对的地

步。 

有些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儿女的问题，有的是过了十年，他的

问题还是儿女的问题，是不是有一点不对呢？是不是他还没有遇见爱他儿女的神？

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主的理由，默默观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并不是要恢

复神给他生命，给他儿女的那个计划，所以呼求主十年了，还是我的儿子什么时

候能好？我的儿子什么时候能信主？还是被那个的问题困住。有的人信主的时候，

有一个疾病，然后他因这个疾病来到主的面前，但信仰生活五年了，他的祷告好

像还是为疾病得医治成为他唯一的目标。有的是因为贫穷来到主的面前，我什么

都好、为什么我一生贫穷没有离开我？好像是有一个这样概念意念困住他，叫他

一辈子过着贫穷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你现在为什么呼求主的名？呼求

主的名理由是什么？是为了顺服主的安排，还是为了你心里的意念，要从主那里

得着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人生命成圣的过程当中，有一天这个意念改了的同时，



他经济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他的儿女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健康的问题、夫

妇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因为这是神许可给他的那个问题，是别人没有的一个问

题，自己很哀痛的那个问题，是为了让他能够恢复全然的神为的目的，所以这个

神为的目的恢复之前，他的那个问题是还留在他身上，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

常常看到的。 

比如摩西，一直到他八十岁，其实心里是有很多的痛苦，“以色列的神啊！我

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们子民的祷告？”可能是因为他的着急

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不得不逃避，他越爱神的子民却好像问题越多。他逃到米

甸旷野那里，过了四十年，一直到他八十岁在何烈山上遇见神的同时，才发现原

来神都知道……我们的神是天天听见以色列人哀痛的声音，天天会看到他们的流

泪，但是神为了把最美好的祝福赐给他们，就等了、等了……忍耐、忍耐……等

到满了四百年的时候，神开始要作工的时候，他认识神的同时明白了，原来神要

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实在是很重要的工作。 

神创造亚当的理由、安排挪亚洪水的理由、拣选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理由，

他生出来的理由……然后，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之前，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要从埃

及出来，什么时候出来呢？神的羔羊被杀流血的那一天！然后过红海的时候，别

人还在哀哼，目的是要自己得安舒，或者要得自己在世界上的什么福分，而摩西

的眼光不一样了，摩西的眼光是“神你要成就什么，就成就什么”，所以借着摩

西的信心——红海分开。 

然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还是拜牛犊——意思是一个人信主之前如果

是夫妇问题的话，现在的祷告还是继续停留在夫妇问题那个地方。撒玛利亚妇人

遇见弥赛亚的同时，不但是她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还恢复了永生的确据、永远

的应许，看到凡事都是神的慈爱，永远的、绝对的、更美好的，她全部都恢复了！

她蒙召的同时会发现，甚至自己的软弱那个时候神为什么任凭她，这个奥秘都会

知道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被被七个鬼困住，这样痛苦的生活中，遇见耶稣基督的

时候，不但从被鬼附的状态当中得释放，更恢复了神一切的一切……她成为主最

爱的生命。撒该自己认为是罪人中的罪魁，别人都指责他，他自己也很痛苦，当

他在桑树上面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原来神亲自来到耶利哥城是为了要得着他的，

他发现不但自己是罪人、万民都是罪人，都是不认识神、也没有办法会跟从主的，

他得着这个奥秘的同时，他完全得自由了，原来自己是蒙拣选的，所以不单单是

自己心里的内疚、自卑得到医治，乃是永远恢复了永生神的爱和权能。 

请问这样的事情在你身上什么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人，和没有

发生过的人在主里面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样的，没有发现过的人，则没有办法在每

一天听见主爱我们的那声音，没有办法看到主用他爱的带领。 



 

2．主在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作为 

今天再一次用我们熟悉的经文，就是从主口里所讲出来的话，也是在我们身

上都发生过的事，一个一个的事情必定需要确认的，我们要确认，那从今以后你

就会抓住主是怎样来找我的，他是怎样跟我说话的，那时我的心灵是怎样的反应，

主今天怎样用恩惠慈爱来引导我的，也会看到一进压迫我们、给我们痛苦的问题，

其实是叫我能够得着这样的永生永远，也会因着那个的问题来感谢神。就如三十

八年瘸腿的人，可能他一生的盼望是水什么时候能动、疾病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

医治，但是神为他预备的不但是要医治他，乃是为他预备了最好的，所以他跟从

了主，这个是我们需要恢复的。 

《以弗所书 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耶稣基督叫

我们活过来了。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

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一句一句讲的都是事实，我们

每个人经历是不一样的，但也都要清楚的确认这事实。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

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

样。所以我们先要确认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主面前都是带着一个哀痛的事情而

来，但主所看重的问题不是“三十八年的瘸腿”，“撒玛利亚妇人”所遇到婚姻的

那个问题，不是“被鬼附的”抹大拉马利亚的问题，主看重的不是你夫妇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健康的问题，乃是对你来讲，是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神

与你同在的问题。 

你明明知道很快会离开身体，但是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神现在你的家庭里

面正在做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个叫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完全是带着一个肉

体在生活，所以我们的心灵完全是在罪的律、死的律里面生活。证据是什么？就

是怕死、怕病、怕不好的事情会来临、怕我们的孩子和我们所爱的遇到不好的事

情！这就是在罪和死的律里面生活的人很重要的证据。 

我们是一直活在撒旦的蒙蔽当中，直到我们认识真理的光之前，这个黑暗是

不会挪开的，我们的光景要清楚地了解。我们的问题是我认为的那个问题吗？这

个方面先要得到突破。如果我们遇到非信徒或者是慕道者的时候，他们要信或者

研究耶稣基督必定是有个理由，有的人是因着儿女的问题、有的人是因婚姻的问

题、或者健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向他

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是，要让他知道他的问题并不是他所认为的那个问题，

他的问题是他从来没有认识与他同在的神，他的问题是他不认识他永远的未来，

只有一天一天得过且过，完全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欺骗、蒙蔽和

控告的带领之下生活，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要让他发现，这个问题能够



发现的话，就是那个人真正遇见主的开始。所以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根本问题”

要看清楚。原来我的问题是要叫我能够脱离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所以

因着那个问题，我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要发现这个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对

于自己的过去反而会有一个盼望、反而有一个感恩的心生出来，原来是这样啊！ 

就如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原来神并不是不知道，主是什么都知道，主爱他们，

要在最好的时间向他们显现！现在一个慕道者听到这个的这个信息，是好像撒玛

利亚妇人在水井旁遇到耶稣基督一样的事情，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会发生在

这一刻，我们带领者要在这个方面，特别的开启他的眼睛。所以你认为的那个问

题根本不是问题，当你认识了创造你的主，那位全能的主、那位爱你的主、永生

的主、信实的主，也是会赐福给你的主，那时你的那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我

们要把这个信息给人。 

我们要一起确认通常主是怎样呼召我们，圣经说；主所拣选的人和没有拣选

的人在母胎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说我们是“主所爱的”，有些人，主说“是我

所恶的”，诗篇 139 篇；在母胎里主就已经认识了我们——这是一个奥秘。今天

的信息主题是“主是怎样来找你了”？其实在母胎里已经是不一样的人了，你的

生命是不一样的，主说是我的羊认得出我的声音，你是主的羊，是绵羊不是山羊，

在母胎里就不一样！但是生出来好像跟世界的人一样的目的，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的掌权者，好像按照肉体的私欲去行、去生活的，然后，主呼召我们，

第二步是世界的人没有哀痛，我们是遇到很多哀痛的事情，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

四百年的哀痛，经历这个之后，神把耶稣基督的奥秘向他们显明，拯救他们出来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日子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好像会有特别哀痛的事情，即使没有心

里也好像很虚空，因为本生命是不一样，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用跳舞、

唱歌来得到满足，我们的日子会这样的，这也都是暂时，主都知道我们的败坏，

比如我们也曾拜祖宗、拜偶像，寻找一些宗教，主都知道，但在主的时间表到之

前，主叫我们经历这些东西。但我们所遭遇的，就如以扫和雅各所遭遇的一样的

不同，和以色列人和世界的人所遭遇的一样不同，绵羊跟山羊所遭遇的一样不同。

然后主的时刻就来，何烈山上的经历，我们都会要经历的，好像大马色的路上的

经历，我们都会经历的，有一天奇妙的遇见会来到，那遇见里面听到要信耶稣啊！

当然每个人听的时候，对这句话的呼召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一次听了就——在

哪里？教会在哪里？耶稣是谁？有这样的问了，然后马上回应的生命也有。有的

人听的时候说——哪里有神？这样反叛的生命也有，这是因为他的时间表还没有

到，是主所拣选的绵羊的话，很奇妙这样反叛的人，他的情况是会越来越不好，

终有一天他的时间表会到来，他哀痛到极度的时候，问：信了耶稣基督真的会好



吗？有一种盼望会生出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主就是这样呼召我们的。 
4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都是神所安排的。6 他又叫

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第 1 节是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第 6节是说：我们的生命已经跟耶稣

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信的时候已经坐在天上了，我们现在是在这里，但是实际

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了，那个证据是什么？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的教

导住在我里面、他所差派的天使天军围绕着我、是与天上的宝座连接的，从那个

时候开始我们心灵里面的感动不再一样，我们的兴趣关心都不再一样了，虽然每

个人的程度有一些不一样，但总是慢慢都有变化了。 

 7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

来的世代看。所以第 1-3 节是我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信到福音之前我们的光景，

第 4-6节是信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已经连接于天上，永生已经来到我们生命。然

后第 7节是我们与主交通当中，神向我们显明的极丰富的恩典，这恩典——今天

早上也看的、现在也看的、将来更多的极丰盛的恩典会临到我们身上。然后，过

去叫我们哀哼而来到神面前的那个问题，不但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在基督里面得

着了绝对的、完美的、永远的祝福之后，会无论得时不得时也赞美他的作为。刚

刚我祷告的时候，他又怎样安慰我，他曾经给我的应许是怎样成就出来，我们都

能够会讲出来的。然后很奇妙的，我们会为着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开始祷告。 

其实大部分人真正遇见主的时候，遇见了神，有神——我是他荣耀的生命，

遇见了神所安排的永恒计划，原来有天国和地狱。其实有一个人单单的信了耶稣

基督的信息，他的生命真的信了有天国和地狱，他回去天国之前地上的二十年、

三十年是完全会改变的，生命的目标、关心、兴趣、追求的都会改变，这奥秘真

是不能测度的，是极其奇妙的事。信了主之后也必会为后来的时代、包括未信主

的爸爸妈妈，为他们祷告的。人不一样、时间表也不一样，圣灵若不动工的话，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会领受这个恩典的。 

神是怎样来找你？你的生命是在母胎里已经不一样了。 

在《以弗所书 1:4》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为我们

预备儿子的名份、天上永远的荣耀，让我们听到福音，听的时候我们能信，是证

明圣灵感动我们了，圣灵是借着你的信进来你的生命，一直到永远保护你，所以

你的生命里面有何等大的指望、何等丰盛永远的基业、何等浩大的能力，随时从

上头继续不断地临到你的身上……这个奥秘是借着你的生命，是那充满万有者所

充满的——就是耶稣基督作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的时候，在我的家人当中，

在我的朋友当中，在我生命的联络网里面——充满万有者的充满，就是在我们的



身上，在我们生命的联络网里面，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都会发生，甚至我们离开世

界了，也会借着我们的后裔，继续不断的发展，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 

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已经来到我们身上。《以弗所书》第 2章讲的是这个奥秘，

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籍着耶稣基督我们信了，然后跟他一同死、一同复活、

坐在天上，如此极丰富的恩典会临到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放心，这个事情为什

么会那么完全呢？ 

在第 8节开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

的。所以并不是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虔诚，是圣灵光照我们才得到的恩典。 

  9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刚刚我们所讲的肉体、死、罪

恶，然后被空中掌权者邪灵捆住的这个事情，是只有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道、

他的教导、他真理的光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明白了，原来神是我

的阿爸，我是永生的、我是很快要上天堂的，现在是要预备天堂的，在这预备天

堂的过程当中，主随时会帮助我的。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才知道的。所以人

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虔诚从这个肉体里面跑出来。好像我们迷了路，

自己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但是很简单的一个情报来“那边就是东边……”，这个

情报一进来，就什么都明了了，只有这个真理来了，好像一个孤儿，有一天一个

君王的使者来告诉他说，你的爸爸是君王，这个情报一进来的同时，他什么都变

了！ 

我们现在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教导，何等的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教导，

知道了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也知道我们旁边人跟我的关系，然后要怎样活，要怜

悯、要包容、要爱、要等候，要祝福、要代祷来活，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

会知道我永远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我今天所遇到的凡事里面神的美意是什么，

所以这生命的光进来的同时，这个肉体变成圣灵——活过来了，然后借着我们主

耶稣基督，他带着我们的样子，实际的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就从罪的律、死的

律里面永远得着释放了，他是为我们作了挽回祭，所以神把我们当作他的义了，

因为我们是贴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了，因为我们属于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了，耶

稣基督他是我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你信他”的意思就是：从今以后你

是按照他带给你的公义的真理、慈爱里面，按照他带给你的关系里面来生活，所

以不会还留在罪和死的律之下，乃是生命的义之下。有时候虽然会软弱，但是因

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很快叫我们悔改、洗净，然后再一次恢复神的义的。因为

圣灵绝对不休息，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再得到定罪，在我们里面生命的律、圣

灵的律叫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得着永远的释放，我们是在恩惠的律之下。我们明

白这些之后会打破魔鬼撒旦一切的控告。神是爱我们的，现在也正在我们的生命



里面作工，这些都明白之后，我们不会被撒旦欺骗的。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宝座右边为我们代祷的证据，在我们的心灵里时常会

看得到的。他的灵总是吸引着我叫我饥渴慕义，叫我总是寻找他，无论看天或者

看什么事情，新的一个礼拜的日子来，这个礼拜主会怎样带领我？我们是会常常

思想这些的，他的爱总是吸引着我们，叫我们有饥渴慕义，叫我们看到世界的罪

恶的时候会很痛苦，曾经挪亚的叹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了，这个叹息，我们知道

这也是主的爱吸引着我，主圣灵保守我，所以每一天会看到主保守我。他的名字

叫保惠师，他吸引我，在我每次独处祷告的时候，我向主说；主啊，我永远爱你，

这是你都知道的，你永远向我显明，我愿意顺从，你都知道，无论在怎样的矛盾

里面，我都能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我是蒙爱的人，主的圣灵保护我，向我显明他

的慈爱、他的恩惠。主会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已经知道自己错了、或者糊

涂了，那你跟从我，所以在独处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愿意跟从你”，就这样继

续不断的一天、一年、五年、十年……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会越来越很清楚的

看见主引导我，主按时候向我显明的，主爱我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叫我能够得着。 

然后旁边我所爱的人，不是我造出来的，都是主为我安排的，所以为他们代

祷的时候，也会越来越看到主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怎样地显明，所以按照主给我们

的感动讲话、坚固他们，我的配偶、我的儿女、我们在教会的肢体，会越来越清

楚看到主在我们中间运行，因为主用厚恩来待我，我自己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我是

软弱的，但是主再一次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只要我们愿意顺从他、爱他。我们

越来越会对旁边的人有厚恩，有怜悯，也等待他们，看到他们软弱的时候，好像

看见我自己身上曾经一样的软弱，主这样用他的宝血来护蔽我、等候我，忍耐我、

引导我，在我软弱的时候，主看我是有一个盼望，所以也一样主的灵会感动我，

我也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看软弱的我的配偶、软弱的我的孩子，肢体们也是常常会

跌倒，也软弱，也不紧紧跟随主，但是我今天祷告，主也必会成就我的信心，因

为过去我也是这样的，然后在一起的时候，用主的感动来安慰他、也教训他，需

要指责的时候也指责他、提醒他，这样的生活全部都交托主，一天一天这样的生

活是非常的安然，有权柄、也刚强壮胆，对自己所走的路有确据，看到这是主所

爱的、主所带领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多学习。 

 

3．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生根建造——新生命 

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是，既然明白你过去是完全在黑暗当中生活的，那么对

于神，对于你，你是谁？你永远的未来，你跟旁边人的关系，你一生所做的凡事

里面主的美意都进来了，然后真的信了，但是这个还没有整理系统化起来，结果

信了主十年、二十年还不懂，没有办法听到圣灵的声音，因为没有整理出来一个



系统。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念来呼求耶和华的名、

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主说那是拜牛犊了！所以这个世界的思想、世界的目的、

世界的动机，你全部都要除掉，要按照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显明的，来建立会幕

——有外院、内院，然后圣所、至圣所的构造，这会幕正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家庭、我们的七个生活现场，整个的构造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你必定需要在基督

里面生根建造的，在《歌罗西书 2:8》说；你既然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属于耶稣基

督里面了，就要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上面生根建造_这个叫建造会幕。以色列人建

造会幕、赞美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意思是愿意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求神你来带

领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跟从你，我们是蒙爱的子民，永远会爱你、愿意跟从你，

这个时候从上头来的耶和华的荣光如同云彩降下来——遮盖整个会幕。现在我们

信了耶稣基督，如果生命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生根建造，祷告的时候就必不糊

涂、必不愚昧，就是必有聪明、有智慧，也能爱惜光阴，我前面日子应该有怎样

的目的、圣灵会很清楚的光照我，这个重新的建造是需要的。 

所以，今天各位在心里面还有些叫你哀哼的问题，各位以后不要为那个问题

祷告，既然神现在带着那个何等大的指望，那个何等丰盛的基业，那个何等浩大

的能力来与我同在，我是已经跟他一同坐在天上了，我还有什么问题呀？！这个

事实你真的接纳之后，会知道其实那个问题是叫我更多依靠主，更多祷告，更跟

从主一个很重要的动力，然后因耶和华神给你的永生、耶和华神的全能、耶和华

神的荣耀、耶和华神随时的供应、耶和华神的引导而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

那叫你痛苦的那些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然后日子过了五年、十年之后，你会

遇到跟你同样问题的人，你会向他们做主的见证。 

我们高姐妹是九次死、一次自杀，然后一次活过来，全部都活过来了。有这

样经历的人，看人的时候会知道什么是人的痛苦、丈夫疾病带来的痛苦、孩子们

拜偶像的痛苦，他从小的时候就拜偶像，所以看到拜偶像的人的时候，心里就有

那个焦急，这是自己过去的哀痛、痛苦的问题、被骗的问题，所以，后来成为一

个能力，一个见证，祝福后来的世代。所以各位真的要如此生根建造，整理一下

各位整个所得着的信心——真信他是爸爸、你是他的儿子，你所爱的他必定会祝

福，然后给亚伯拉罕四大福音化的应许，在你身上必定会成就出来的，这就是你

剩下来的日子生命的全部目的，这个整理出来之后，你看什么事情，看什么人的

时候，圣灵的光照会是非常清楚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神的话不要继续留在神的话的状态，神的话都要成为

你生活里面实际的事情、实际的智慧、实际的能力、实际的慈爱和恩惠。 

因为神的话是一个客观的信息，是给所有以色列人的信息，但我们每一个人

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有一万个人在一起就一万个不一样。神的话必定要让他成为



——你客厅里的事、你厨房里的事、在你食桌上成为全然的良药，就是你得医治

的事，成为你在床上平安度过一夜，休息的事，神的话要成为在你软弱的丈夫或

者妻子身上，反而得着主的慈爱怜悯、或者赏赐的事，全部都是每一天……若你

真信神的话，因信而活，因信神的话而得着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被圣灵摸着多少，

你能够发现神的话在你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成就了多少！ 

圣灵的事和肉体的事，真的是显然不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若是从圣灵来

的话，比如现在你为儿女祷告的时候，那是从圣灵来的你怎样确认？那就是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是从肉体来的，你的

心灵就会有血气、着急、灰心，然后贪心，还有各样的肉体所带来的事都是显而

易见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若是继续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生活，你对明天绝对是有盼

望的，明天是必定会好的！ 

所以，神怎样来找你？也怎样完全的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不但是解决了，

也必将永远的祝福加给你了！ 

然后现在他正在做什么？怎样带领你，特别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圣灵怎样

感动你，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圣灵怎样的动工？这个方面要继续揣摩，

这是极大的奥秘，当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的明白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已经

在我身上发生了——我们变了，然后，当我们多认识，多掌握的时候，你心里的

确据和因确据所带来的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所带出来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盼

望我们在地上能够过这样的日子，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