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音七讲之一 

我们见过神的荣光 

 

经文：《约翰福音 1:1-16》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界的时候，都遇到过很多很多的问题，请问各位到现在，

你心里的很多的问题，你的一些障碍、你的痛苦的那些问题？真的完全解决了吗？

时常能够喜乐、有盼望、在赞美里面生活吗？到现在各你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是是

哪一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必定要先解决，才能再走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我们人

生绝对不要在痛苦里、在困苦流离，很无知、愚昧当中生活。我们真的看到了这

个世界充满了叹息：有的人是常常因着罪叹息，常常怕、怕明天我会不好、我的

配偶会不好，心里好像常常因有很奇妙的控告而痛苦；有的人是因怕死而一辈子

痛苦；有的人是怕失去，一辈子因着贫穷很痛苦；有的人是因婚姻生活，自己一

切的困难，一切的痛苦是从配偶而来的；有的是因自己最爱的、却让自己最担心

的儿女的问题——各样的问题充满在这个世界里面。 

 

1． 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人一切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问题，是因我们不信神的问题，

不认识神的问题，不顺从神的问题，很多基督徒是不顺从神的问题。其实我们的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时常与我同在，在我们夫妇生活当中同在。我生的孩子、

不是我自己生的，其实是神借着我生的孩子，我对孩子的爱也是从神而来的。其

实凡事上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为什么人人不信神啊？这是

很严重的一个属灵问题，只要我们真信神、认识神，跟从神的话，一切的问题马

上会得到解决的！ 

例如，因着胃癌消化不良不能单单吃消化药，要实际的把癌细胞除掉之后，

消化不良的问题自然而然的会挪开的。我们夫妇当中的问题，我们人生当中遇到

的一切的问题，其实比任何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眨眼之间我们的生命很快会

进到死亡的世界里，但是不去解决这个的永远问题，而只因着人生短暂的、这个

世界里面所发生的几样小小的事情、短暂的东西，其实带着永远的眼光来看的话，

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为此来继续不断的痛苦的事，这就是人的光景。 

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信他的话，信心是我们与神连接的一个管道。

我们信他的同时，会看见他的引导，我们信他的同时，会看见他的帮助、他的供

应，我们的心会欢喜快乐起来，自然而然，我们生命里面整个的感动都会不一样，

我们必定会看到神的引导，也在神的引导之下生活，一切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我们要知道，神时常与我们同在！ 

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万有本身是神，现在也正在彰显神一切的荣光、智慧、

能力，我们也正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间。从创世以来，神永远的计划从来没有停止

过。因为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着急，不像我们一样地着急，他从来没有迟钝，也按

照他的时间表，一步一步每天成就出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其实天天成就出来，我们也正活在这样

的时光里面。 

我们人是谁啊？我们人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只有我们人—

—拥有永远的灵与魂，然后，神把他的美意告诉人，叫我们管理天上的、地上的、

海里面的，他所造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人——正在管理着整个的世界。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被造的原理是这样，只有在神里面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

活，神造我们的理由是要叫我们幸福、叫我们喜乐、叫我们有感恩，叫我们享受

一切的丰盛——这么尊贵荣耀的生命，为什么在痛苦里面生活呢？ 

很奇怪，神明明地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他呢？ 

神继续不断的跟我们说话，凡事里面有神的声音，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呢？ 

所以人完全变成肉体的光景了！这肉体，是没有办法能看见神、听见神的那

种光景了！这个时候人成为什么样子呢？就是只有为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为着这个世界的成功、这个世界的夸耀而生活的，只有懂得世界，充满了有一些

的叫我们困苦流离的很多问题。 

人的心灵是劳苦重担的，常常有很多不满足、不满意，有很多的担心，到现

在也是，心里也有很多矛盾、担心的东西，我不愿意！但是常常却是出现，一生

怕疾病、怕失败、怕所爱的人身上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怕死亡、怕贫穷，很多的

怕……在我们身上，但是眨眼之间，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所怕的死亡！我们

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回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为什么活，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不但自己哭、也叫我们最爱的人哭……

而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叹息、充满了困难，也在咒诅里面生活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么尊贵的人——变成了这样子呢？！我们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

是不知道明天的事的人，因为我们人变成肉体之后，没有办法看到实际的那会影

响我的生命的另外的一个世界——属灵的世界，所以只有创造我们的神才知道我

们生命真正的构造！我们的生命真正需要什么。就如机器自己不知道，只有制造

者才知道它，哪一个地方需要什么。我们的明天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只有听神

的话——才能够明白，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神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人拒绝了神、否认了神、不顺从神的话——这



就是罪，人的罪会叫人离开神，看不到神。人因为自己的罪，不顺从神的话语、

不顺从神的道理，神的圣灵没有办法继续留在他的心里，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

隔开了——神走神的道路，我走我放纵肉体的道路，我们失去了生命之后，当然

不认识神了，心里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感动。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更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有神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的，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神创造了千千万万的

天使中间，其中三分之一的天使——因它们的荣耀、能力甚大，它们也知道很多

的奥秘，所以因着骄傲而不顺从神，所以这不顺从神的罪，头一次是临到这些堕

落的天使身上的，所以天使是已经受审判的！也要等到最后永远的审判！它的生

命是已经受咒诅的，已经跟神隔开的，所以一切犯罪的是属于它，随从它的人也

会受到魔鬼撒旦所受到的一样的审判、一样的咒诅，神暂时任凭它毁谤神的工作，

因为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现在人的时间表是这样，但在神的时间表讲到——撒旦它是已经是受了审判。 

但是人在地上出生、成长、离开世界，在这个时间表、这个过程里面，魔鬼

撒旦是一直欺骗人、暗示人、控告人、试探人，目前是这样的过程。 

我们的神在这样的不顺从，这样的罪恶、魔鬼撒旦所带领的世界里面，他正

在做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基督里重生他所拣选的子民，也在这样环境里面

叫他的子民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得到成圣的生命。也在撒旦仇敌

攻击的这样的环境里面，让他的子民天天打仗、得胜，得着永远的冠冕。也只有

神所拣选的人、神要祝福的人，才能够得着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人生命的光景是看不见神，这个问题是灵里

面的问题，这是跟空中掌权者、有权势的堕落的天使——撒旦有关系的问题，是

圣灵离开我们的问题。 

所以人的学问、人的知识、人的智慧、人的行为，绝对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

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神——亲自向人显明、把福音给人、也把圣灵给人，然后才

能打破撒旦这暂时比人有能力的权势，我们才能从撒旦的捆绑中——这世界的愚

昧和无知当中，从仇敌撒旦捆绑里面得到释放，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

庭，我们的夫妇生活上——到处能够看到神，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祝福。 

那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听神的话。 

 

2．人生唯一的答案——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 1:1-16》 
1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2这道太初与神同在。3万物是籍着他造

的；凡被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海里的，人——我们的儿女，我们家庭



里的，一切的凡事，没有一样不是籍着他造的。 

所以我们现在一切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我们所摸着的，我们一切所有的都

是藉着神的道——神的美意，神的计划，神的时间表而来的，神也从来没有离开

过我们。 

我们若明白而跟从的话，这个道就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道就成就在我们的

儿女身上、无论在怎样糟糕的情况里，夫妇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明白这个奥秘，

愿意顺从的时候，这个道就成就在那个夫妇的关系里面、这个道就成就在他的后

裔当中，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在也与我们同在。 
4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从他而来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神按照他荣耀的形象造我们，为了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把灵与魂给我们，

然后给我们他的话，用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光了，光照耀

出来了。所以各位的家庭要蒙恩的话——需要这个光。各位的孩子要真的得医治，

从黑暗的势力里面出来的话——需要这个光。这黑暗不是用你的能力能够赶出去

的——只有开灯，黑暗才不见掉的，这个光时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的心门

没有打开，所以看不到时常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光。 
5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神的道时常与我们同在，但这个世界有的人说；我不信神、不信有灵魂、不

信有看不见的圣灵，不信、不接受。 
6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这个一个人就是指，所有领受这个生命——领受这个道、领受这个光、领受

这个灵的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 

我们生命里有这个的生命，有这个的光、有这个的道、有这个的灵的话，我

们是从神而来的。然后从众光之父、从上头来的这个的道——圣灵的感动，是会

继续不断的引导你的，所以，要放心！我们就是这个的见证人。 
7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8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各位，亚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先知们，使徒们……历史历

代的众圣徒们，并不是那个光本身——乃是一个镜子，所以今天也是借着我们的

生命来要发出这个光，来作见证。得着这个光的人——家里的黑暗挪开，家里一

切的矛盾挪开，家里一切的疑惑，吵闹、争战挪开，马上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

的幸福美满的生活。 
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他的光的，没有他的道的、没有他的引导的。 
10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从第一个人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光景——不认识神。 
11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耶稣甚至到了以色列当中，神拣选的圣民当中——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反

而逼迫他，害死他，钉死他在十字架上。 
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读到在这里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我们传福音的重点也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你

信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相反的，乃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才能够有机会听、

也会信，也会变化而跟从他的。很多人误解，甚至接受了这个生命——这个光、

这个道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谁的工作。 
13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人的聪明，人的

行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

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时常与我们同在！但是人人都看不到他，所以他

自己用我们样子——来到这世界，全部都给我们看了。但我们历来都不认识我们

的生命里有神，不知道神怎样的引导到我们，所以他来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经

历，从胎儿开始、儿童、少年、青年、壮年，和我们一样来吃、喝、玩、作工，

他也有父母、兄弟、有朋友，也有教会生活——都是我们的样子，这里面有道成

肉身很重要的奥秘。 

神显明在亚当身上，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但因为亚当不顺从，失去了这

个道，失去灵的同时，神再一次把将来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皮衣、“女人

的后裔”的奥秘向人显明，所以亚伯再一次恢复了——道成肉身，挪亚、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但以理……，所有的先知身上都道成肉身。 

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是活在人里面的。耶稣基督——神按人看他只

有活了三十三年，那之后他怎样活在人里面的？各位要知道他不是单单活在地上

的——拿撒勒青年耶稣，他曾经在亚伯拉罕身上活了一百七十五年，他全部都给

我们看了。他一直预告将来必定来，把这一切的奥秘给我们看了，终于，时候到

了，按照圣经旧约所讲的一切话，他道成了肉身——他身上有百分百的道、百分

百的灵、百分百的天国、百分百的神的权柄来活的样子，全部给我们看了，也叫

我们享受到这样的人生。 

所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曾经在挪亚身上看过、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过、

大卫身上也看过，特别在拿撒勒人青年耶稣身上更看到了。 

这位道现在不在别的地方——在我里面，在我们夫妇当中有夫妇之道，在我

和儿女之间有父子之道，我做生意的时候有生意之道，健康管理的时候有健康之



道，这个道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主与我们同在，信的人——有道所带来的那个圣灵感动他，随时会看到他的

引导，今天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所有信这个道的人的生命里面，他也会看得见。 
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道在宇宙万有、在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在地上的、在天上的，

在永恒里面再要来的——都是籍着他造，为他而造、靠他而立的。他是神自己—

—他就是创造主，他就是决定你今天和明天的那一位了。 

他来的时候，叫水变成葡萄酒；他不是反科学，乃是超越科学的；叫五饼二

鱼成为五千人，一万人能够饱足的；因为他是创造主！他行在水上，他斥责暴风

雨和波浪，海就立刻平静下来，因为他就是创造主。所以信他的人，遇见而信他

的人，瞎眼得开眼睛；耳聋得开耳朵了；三十八年瘸腿的，能站起来跳跃；我们

当中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看过他的荣耀：麻风病的得洁净了；甚至

死的人按手就起来了；现在这一切在哪里呢？在我里面、在我的家庭里面，历世

历代一切遇见他的人都改变了。生命完全的改变了，生命的目标完全恢复基督的

目标了，生命的内容完全恢复那个的道了，生命里恢复了圣灵引导了，太多的见

证了——今天这个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当中也很多。 

生来不知道的，突然有一天知道了创造的主、知道神就是创造的主——何等

的感激，何等的感动，更感动的是那位创造的主，在我里面天天引导我的生活，

原来我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 

发现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前面的道路不需要我们自己动脑筋伤脑筋，他全

部都定好了。叫我们顺从。我们顺从的时候，我们个人马上成为万福之源，我们

所爱的人都一同得着一样的祝福——是以撒的祝福、雅各的祝福、以色列的祝福

了，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见证。 

 

1）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是有神： 

各位，人一切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乃是这不信的问题。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把看不见的神的一切的奥秘，道成肉身全部给我们看了，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罪、

我们一切的众罪，他的肢体、他的身体一切的罪——他自己代表着，在十字架上，

按照法律，实际地自己代替众人受咒诅、代替死了，法律上实际的解决罪的问题

了。就是我们身上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和审判，一切的害处。不但如此，他

第三天胜过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魔鬼撒旦的权势——他完全打破，复活了！

不但如此，他现在坐在宝座的右边，宝座是代表最大的权柄的地方，现在掌管天

上地下永远的权柄。他的道显现出来的地方，他就掌管管理，然后他要祝福就祝

福、他要医治就医治——有这样宝座的权柄继续不断的临到那信的人身上。 



不信，就是我们人的问题。 

很多人说，我根本不信有神，这样的人等于说——是我自己所有的生命，等

于说自己没有爸爸。就如气球正往上飞，然后说没有空气。就如汽车正在跑然后

说没有汽油，是一样的话。所以人一切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乃是不信神的问题。 

 

2）不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不信神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有的人是信有神，但是不认识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信的人会很清楚，神是怎样的活在我们里面，怎样的与他交通，怎样的

在我的凡事——家庭生活上，事业上，怎样的与神同行，我们都会明白的。 

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样的人，虽然信有神，但是

他一直追求的不是神，圣经说这样的人就是与鬼相交的，人用自己造出来的有一

些道理，宗教，当作神，这样来跟从的，是不认识这位神的！这样信的，这个害

处实在很大。 

如果你要去某一个地方，不认识路的话，你最好不要动，然后打电话叫人来

带你走，这样才对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地图，就自己一直随便走，要找到他的话

是很难找的。各位眼睛真的要打开，这个时代很多人认错神、拜错神的信神。 

 

3）信而不顺从神的——不是真信的！ 

人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不顺从神，很多基督徒认为是自己认识神——信神。但

是，我们带着正直的眼光来看他的里面生命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是不信的，

是不认识神的。神说：“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不信，就会常常有自卑感，

神说“我要把你带到迦南地、天国那里去”，“我给你的是四大福音化的应许，就

是曾经给亚伯拉罕的、曾经给使徒的”。“要知道人被造的目的、重生的理由”，

你的生命是“要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后裔、你的地区，也要籍着你的生命祝福这

个时代”，神是这样说了。 

但你心里总是说，这些与我何干——不跟从，是不信。 

耶稣基督跟以色列人说，你们信有神吗？你们信的好！但是魔鬼撒旦也信，

也更清楚的认识我！你们信有神，但很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跟从神！ 

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里面的鬼叫着说“神的儿子耶稣啊！”

它是认识神的儿子的，它是认识的！ 

信是这样信的，但是下面讲的一句话是：“你与我何干？”正如很多所谓的基

督教徒，他们说相信有神，甚至相信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道

在他心里从来没有动工、没有得到果效，没有什么成就。在他个人生活里面、夫

妇生活里面，都是按照血气，丈夫走丈夫自己要走的路，太太走太太自己要走的



路，从来没有在得到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的生活，这叫不跟从。不跟从的话，无

论你怎样的认识，怎样信耶稣基督，但是，神的道无法成就在你的身上。 

 

4）信而跟从的——就有神的灵同在 

当我们顺从神的同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心灵里面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的——神的云柱、火柱，马上会向我们显明。 

人时常看不见神与我们同在的理由是，因为不信。人信的同时，眼睛会打开

——会看得见的；信的同时，耳朵打开起来——会听的见的，“啊！我以前是完

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完全顺服空中掌权者邪灵的首领之下生活的。”这道，

你听的时候、你信的同时，你会看到你的过去是在多么糟糕的光景之下。爱我的

主耶稣基督为我而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宝座掌权——你信的同时，才能脱离这

罪，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前面的道路就是永生的福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在

凡事上引导我。 

你信的同时，你所信的道是活的——是生命、也是光，在你的生命里动工。

所以，当你信的同时，知道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动工、引导你的。 

 

5）与神交通——如何看见神的同在？ 

人看不到也听不见时常与我们同在的神，神在哪里？神在哪里？ 

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所听的道，或者不认识，从来也没有寻找、察验神的美

意是什么？甚至人是明白了，也是心怀二意，心里没有确定，所以也不跟从，所

以永远是在那个的问题里面打转。 

各位，我们如果真信了神的道，也认识了神的道的同时，我们会得着君尊的

祭司——祭司长权，就是你祷告的时候会看到神的旨意、神的美意。这是何等美

好的事！ 

与神交通，早上与神交通、中午也是与神交通，晚上也是与神交通，苦难来

的时候更是祷告当中得着主的美意，主的安慰、主的杖、主的杆来引导我。这样

的生活，这个世界的人是未曾看过的，也未曾听过的，却是我们信从之人时常能

够会享受的。 

 

5）出死入生——生命的律 

你信了的同时，就从一切的罪和死的律里面完全得释放了，只要你愿意就能

够每次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洗净自己。这个时候，你一切的不义都不见掉了，

也不能成为将来带给你家庭不好的事情，带给你身上不好的事情的。 

因为我们有能洗净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有得着神的喜爱的和睦祭/平安



祭，有这样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信的人才能够会享受的。 

 

6）信从之人的权柄和能力 

信的人才能够因信神的话，你为你儿女祷告的时候，为你所爱的人祷告的时

候，你会知道他是神所爱的，所以对他有明朗的盼望，而且你所盼望的将来必定

会看到，神必会成就出来的。这是从来没有一个例外的！ 

你信的时候才能时常享受从天上来的各样美好的恩赐，全备的赏赐。心里有

充满的喜乐，感谢、赞美、丰盛、智慧，都能够会得着的。人需要的是这个权柄

和能力，人不能够单单靠着肉体的喜好这样生活。 

各位，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魔鬼撒旦就挪开。 

所以已经信的人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地上的日子里面，突然的遇到有些

试探或者干扰，突然有一些逼迫、控告来的时候，你不是要想别的，你先奉耶稣

基督的名，现在一切控告我的心灵的污秽、邪恶的魔鬼撒旦立即离开我！ 

你先宣告之后，下面再尽力的寻找主的美意，然后在与主交通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怎样的跟从主、怎样的顺从主——都要细密的寻找。 

有时突然的会担心你的孩子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你先要捆绑恶者、赶出污

鬼，之后思想神对你孩子的美意是什么？也看到你自己身上你是怎样的爱主、你

怎样的愿意顺从主的。相信我的孩子是蒙爱的——必定是以撒、以色列，圣灵会

叫你想起神，神的应许向你显明，叫你得到放心、得到盼望的，这是在耶稣基督

里面我们随时能够会享受的权柄。 

 

3.你的问题——神的祝福，神的呼召！ 

你有夫妇问题吗？你孩子有问题吗？你有贫穷的问题吗？有健康的问题吗？

有心理上的问题吗？你有事业失败的问题吗？ 

无论怎样的问题里面，你不要管那个的问题，你先来到主的面前，先向神祷

告：主啊！你向我显明，我愿意要信你，我愿意要认识你，我愿意要跟从你，我

绝对要顺从你……这个时候，圣灵会特别的照耀你、安慰你，会向你显明，所以，

先要恢复的是心灵里的天国，后面问题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 

你人生里面无论遇到怎样的问题，你要先得着神，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寻找在那个事情里面神的美意。同时，你愿意顺从的时候，会看到其实那个问题

早就已经解决了。 

然后以马内利的神的荣耀、智慧、能力、丰盛、权能，一天一天、三年五年，

不但你自己全然的得到医治，乃是你全部的家人、甚至你的家人也蒙主大大的重

用。以你的家庭为中心教会建立起来，祝福整个地区，祝福整个时代的事情，你



会看到的。 

如此，心里明白的人就是信了！ 

信的人你是有福的，你是神的儿女。你现在就接纳神吧！ 

现在你好像是浪子离家出走的光景，你既然发现了答案，为什么犹豫不决！

现在马上来，回到主的面前，接受他！你信他的同时，你会看到他，你信他的同

时，你会享受祷告所带来的一切的神的能力、力量！你信的同时，不但你的问题

得到解决，时代的祝福会临到你身上，你会成为见证人，像施洗约翰一样的——

成为那个生命、那个光。 

那个道、那个灵——你得着之后，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你所爱

的你的后代，必定会看到以撒、雅各、约瑟的祝福会临到他们身上。圣经中从来

没有一个例外。 

这个信息你听的懂的话，你就是神要拣选、神要生的。 

现在马上接受神——你跑不掉的，有一天你必定是非接受神不可的！ 

因为你是神所生的，神必定造成事情来引导你的道路，叫你必定要接受神的！ 

但我盼望，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只有随从今世的风

俗和习惯，就是顺服邪灵的手底下生活，放纵肉体的喜好去行，如果你发现的话，

你要回家！爸爸在门前等你！叫你进来！你遇见他——就是信而接受，凡接待他

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人，这并不是

人意所生的，乃是神亲自所生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藉着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光、神的真理，神的恩惠。

那么你会渐渐地在你所有的生活现场里面，也看到神的恩惠，神的真理成就出来。 

我劝大家，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创造主，成为你生命的引导者——你

的救主！接受他所预备的一切的恩典。 

 

4． 邀请你和牧师一起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你创造我、重生我，你呼召我、拯救我。父啊，我现在才明

白了，我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生活，是跟随今世的风俗而生活，是顺服邪灵

的带领之下生活的，放纵肉体的喜好去行。父啊，感谢你，让我明白这个的光景，

我知道你现在藉着你的道，藉着你的圣灵，来呼召我，现在我要敞开我的心门，

请你进来、请你的道进来，成为我的生命，请我们主耶稣基督进来，跟我一同坐

席，我们主耶稣基督，你是我永远的主和救主，我一生要学习你，要更认识你，

忠心的要跟从你，主的圣灵光照我，叫我明白一切耶稣基督的奥秘，感谢赞美你，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一起祷告的人，你是已经得着圣灵的感动而信的人，所以各位就是神所拣选



的神的儿女，那就以神儿女的条件来看你，看你一切的条件和你所遇到的事情的

时候，在每一样事情上，你会看到神的美意，在凡事里面你会看到神的引导、圣

灵的光照，但愿神永远祝福你和你所爱的和你的后裔。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