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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 

** 開始的話 
* 在這一整年「點燃靈火之年」，我們領受了極豐富的「屬靈信息」，主盼望

我們生命裏的靈火被點燃起來!在即將結束「點燃靈火之年」的時刻，主叫我

們確認，我們靈火的光景如何？冷冷的？溫溫的？火熱的？若是火熱的話，火

熱的緣由在那裏？ 

* 我們來到這世界的目的，是為了蒙愛，也為要愛神、愛人。福音的結論，就

是愛神、愛人；信心的結論，也是愛神、愛人；我們一生的結論，也就是愛

神、愛人了!因著愛，神為我們豫備了永遠的基業和福份，也因為祂愛我們，

在地上的日子裏，為我們豫備了「能承擔的一些問題」，使我們成聖、多得

冠冕。若我們還不能領會「如何看見神的愛」，就無法成全我們在地上神聖

的使命。無論一生的成就是何等的轟轟烈烈，若沒有愛的話，那就是「鳴的

鑼、響的鈸」罷了。 
* 愛是「雙向性的」，也是「授受性的」，並且是「發展性的」!信仰生活裏，

最重要的轉捩點，就是領悟了這些奧秘進而確認，反復試驗體會。真正發現、

確認、經歷這奧秘之前，愛神、愛人總是有限度的… 

** 經文：歌1:2-5, 8, 12-15；2:1-2, 8-10, 14-15；3:1-4；4:1-5, 7-8, 
16；5:2-6；6:1-3；7:1-9；8:6-7, 13-14 

1、主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隨你!李牧師蒙恩的見證 
1) 我正活在主的大愛裏 

- 整個宇宙萬物，是出於神的慈愛所造 / 從創立世界之前開始 / 在整個歷
史裏，為我計劃、造作、成就、編輯許多神愛聖民的故事 / 我在愛中被
孕育、出生、長大直到如今 / 在我身、心、靈的生命裏… / 我活在愛的
關係裏(家人、肢體、親友) / 我的一根頭髮也被數過，細密的照顧、供
應、引導、成全… 

2) 但是在還未聽見基督福音前，看不見主的愛，反而活在「內疚、自卑、
懼怕神」的黑暗裏 
- 因為懼怕神，所以無論想甚麼、看甚麼，都無法讓我看到神的愛，和我

蒙愛的確據 
3) 一旦聽到耶穌基督福音並相信時，我的心就變為蒙愛兒女的心。神的慈

愛藉著整個宇宙萬有向我顯明 

- 只要得「神是愛我的父，我是祂蒙愛的兒子」的心，在我眼光裏萬物都
變為神的愛   

4) 然而在還未掌握「全備福音」前，「某些誤解」使我在耶穌基督裏活得
更辛苦 
- 我已知道「神愛我，我蒙受永遠無限的慈愛」，所以我也該努力愛神、

愛人。但尚未得「隨時隨地看見主愛」的奧秘前，無法單靠「應當愛
神的義務」來愛神、愛人… 

- 在我尚未蒙恩的眼睛光裡，信主後，我所遭遇的矛盾、苦難、掙扎似乎
更多 / 有時甚至羨慕過那些沒被律法、使命捆鎖的外邦人，自由自在的
生活… 

5) 終於在 1994 年發現：我的信仰系統和生活運作原理，是錯誤的、還未得
完整的，甚至是相反的 
- 我發現：不但我的生命要得重生，思想、言語、行事、為人更要重生，

神二十四小時與我同在，也引領我，為我作事，賜給我能力，成全永
遠的事。這簡單又基本的道理，直等到信主十多年後，纔認真思考發
現。我的屬靈問題是何等地嚴重啊!我終於發現了「不是靠自己意念努
力要作甚麼，乃要察驗主、跟從主、依靠主、享受主、見證主」 

- 我發現：還未努力愛神、愛人之前，應先發現神如何愛我 / 還未打仗之
前，應先知道我一生要打何樣的仗，仇敵如何攻擊我，我應該如何打 / 
還未努力奔跑之前，應先明白「神為我，在天上、地上、永遠的時光
裏豫備了甚麼」，要得著「往那裏走、靠何種能力而作、現在要成全
何事」，神在我的條件、關係、生活現場、凡事上有何等美意… / 我發
現我的信仰生活，是「知識性的、觀念性的、片斷性的、單向性的、
死的」，應回復「活的、實際的、雙方性的、授受性的、成長發展性
的」… 

6) 得正確的信仰體系後，終於明白「聖靈的奧秘」，逐漸掌握「聽見神、
看見神的奧秘」，開始真正享受「與神交通」，也能享受「禱告中蒙應
允、 靠聖靈、趕鬼、回復天國」的奧秘，生命進入「未曾看到過的新世
界、新時光」裏! 
- 逐漸更正確地察驗神的美意、更清楚地聽到了神的聲音、更明確看到神

的表情，掌握了神的能力是如何臨到我身上… 

- 原來我心靈就是「至聖所」，藉著心靈的變化，我能看見靈界的變化及
聖靈的顯現… 

- 越來越看見神賜給我「四大福音化」的應許，如何在我生命、生活現場
裏逐漸成就的過程… 

7) 在生命生活裏，越清楚看見在「隨時、凡事、實際」中隱藏神的慈愛，



越能享受神在「正常、日常、時常」中! 

- 我還在繼續學習過程中，但越來越實際、更深發現神的愛，我愛神的心
也越加增，越喜愛與他交通、與他同行(以前是努力要作到，現在是喜
愛去作)，越明白「我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興旺… 以基督的心為心… 凡
事上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

比書》中的生命見證 

- 發現我「無論得時不得時，都要傳福音(七個現場)」，我所傳講、所介
紹的耶穌基督，人人能容易明白，時常遇見神所豫備的子民，傳福音
的門路繼續展開，許多門徒興起來… 

2、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 = 雅歌書共八章 

* 神在雅歌書裏，藉著所羅門和書拉密女子的愛情故事(= 神與以色列、基

督與教會、基督與我的愛情故事)，啟示著聖徒與神之間，如何從開始遇

見、發展愛情、考驗愛情、直到完成愛情 

* 請參考講道時的讀經、解釋和應用 
1) 愛情的開始《第 1-2 章》= 蒙愛而重生、重生而遇見主 

-《1:4》「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主先愛了我，我才能愛祂 =
要先得蒙愛的確據(絕對不變的眼光)，才能在凡事上發現主的愛(在相
對、可變的條件裏) 

-《1:5》「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雖然黑，卻是秀美」= 我並非完全人，
乃是「蒙愛、蒙召、蒙恩、蒙福」的人 = 過去的內疚變為感恩、自卑變
為蒙召的條件、哀慟變為今日得的安慰… 

-《1:8》「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隨羊群的腳蹤去」= 
何謂蒙愛的人？就是那些遇見了「神的羊群(兒女、子民 = 亞伯拉罕、
以色列)」所信從的神(福音、基督、聖靈) 

-《1:12》「王正坐席的時候、我的哪噠香膏發出香味」= 何時得主基督的
美意和聖靈，就將主的榮耀、智慧、權能、喜樂彰顯出來 

-《2:10》「我良人對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 主
在我身上有永遠的計劃 

-《2:15》「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因為我們的葡
萄正在開花」= 我是蒙愛的，但是能力還不夠，求主除掉一切的仇敵(魔
鬼撒但)，我的生命要繼續成長… 

2) 愛情的發展《第 3-4 章》= 信主後時常享受天恩，但是為了讓我生命更成
長，主許可遇見一些問題、矛盾、掙扎，每當得著主答案而勝過時，我
生命大大成長 
-《3:1》「我夜間躺臥在床上，尋找我心所愛的，我尋找他，卻尋不見」= 

問題中得不著主的答案 
-《3:2》「遊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寬闊處，尋找我心所愛的… 城中巡邏

看守的人遇見我，我問他們… 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心所愛的，我
拉住他，不容他走，領他入我母家，到懷我者的內室」= 藉著「在前的
聖徒所講的聖經和見證」，我終於得了答案，刻在心靈的深處，同時
也確認，經歷… 

-《4:1,7》「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
毫無瑕疵」= 我生命在主眼光裏，大有長進而更美麗 

-《4:8,16》「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離開利巴嫩… 往下觀看…」「北風
阿，興起，南風阿，吹來，吹在我的園內，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 主
勸勉我與主同行，而到處作傳福音、宣教的工作，在與主同行的日子
裏，所經歷生命蒙恩的見證敘說出來，祝福更多主的子民 

3) 愛情的考驗《第 5-6 章》= 當我生命成長的同時，主給我挑戰，叫我照顧
祂的羊群、我的肢體；我開始遭遇挑戰時，雖有所躊躇，但還是起來，
尋找主所託付我的羊群、參與事工… 
-《5:2》「我身睡臥，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的聲音，他敲門說，我的妹

子，我的佳偶，我的鴿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因我的頭滿
了露水，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濕…」= 主的呼召 

-《5:3》「我回答說，我脫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腳，怎能能再
玷污呢？」= 我的躊躇 

-《5:4》「我的良人從門孔裡伸進手來，我便因他動了心」= 主繼續催逼我，
我終於答應了 

-《5:6》「我給我的良人開了門，我的良人卻已轉身走了」= 尋找事工和恩
賜、智慧、能力… 

-《5:9》「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 你
就這樣囑咐我們卻」= 遇見願意聽福音的人 / 《5:1》「我的良人，白而
且紅，超乎萬人之上…」= 見證主 

-《6:1》「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的良人往何處去… 我們好與你同去尋
找他」= 聽福音的人，願意接受我所傳的福音，所見證的主耶穌基督，
得著永生和祝福 

-《6:2-13》 在事奉主的日子裏，對主耶穌基督有更深的認識，恩賜也繼續
加增… 

4) 愛情的完成《第 7-8 章》= 生命已成長到完美的階段，在時常、凡事中能
與主交通、同行 
-《7:1》「王女阿，你的腳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是



巧匠的手作成的…」= 我的生命因認識主，又因蒙主的愛，已達到最完
美的境界… 思想、說話、表情、舉動、行事，都極其美麗 

-《7:13》「風茄放香，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
這都是我為你存留的」 = 生命裏有許多「內在果子」，「榮神、益人、
建國」的事奉裏，也有許多「外在果子」 

-《8:6-7》「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因你愛情
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
和華的烈焰。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
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蔑視」= 越來越蒙愛，越來越愛主愛人，
隨時隨地在凡事上，最喜愛與主交通、同行… 

-《8:13-14》「你這住在園中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也得聽… 
我的良人啊，求你快來，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天上的寶座，時
常在我心靈裏，與主交通，在凡事上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榮神、益人、建國」 

3、求你將我放在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 許多聖徒在信仰生活裏所遭遇的矛盾，都是由於「還未得著神的愛、引導、

供應、幫助之前，只靠著一些知識、義務、使命，而推動人為的事工」

而來作的。開始不對了，過程、結果就都不對了，並且越熱心越混亂!不

但我們的生命要重生，我們思想、判斷、講話、行事的方法，更都要重

生。若真正領悟了以下所述五個運作原理」，來改正生活事奉的方法，

那「時常與我同在，卻未曾經歷過的另一奇妙世界」就向我展示… 

1) 在發現主的愛之前，絕無法愛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申 6:5》，聖經如此說，

牧師講道也如此強調，我心裏也認為這是應該的，所以要努力來愛神。
但是每天、凡事上看不見主的愛，要我應該愛祂而愛祂，不只是難，
是不可能的。 

= 如同雅歌書裏的情人所講，「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1:2,4》，也正如情人之間的愛情，
是繼續發展、越來越深… 

→ 一個人重生後，必要進入「從未進去過的，充滿神之愛的新世界」裏 = 
如同亞當從沉睡中醒過來，看見神為他所豫備愛的世界… 

→ 神先愛了我!我正活在祂永遠無限的慈愛裏!若我願意尋找，就馬上看
見!我能發現多少、多深，就等於我蒙愛、蒙恩多少! 

- 透過基督，我已明白了神永遠無限地愛我《羅 5:8》= 並不是我先愛主，
祂才愛我，乃是因為祂愛了我，我一認識主(聽見福音)，就愛了祂；也

並不是因我先作決定信祂，祂才愛我，乃是因為祂愛我，所以我才能
相信祂，跟從祂… 

- 在基督裏，我已得著蒙愛兒女的身份(得了兒子、後嗣的心《羅 8:15-17》) 
→ 當我帶著兒子的心，來看宇宙萬物，我知道萬有都是為我而造，神
的慈愛藉著萬有向我顯明《羅 8:32》。也在凡事上，在任何情況裏，甚
至在大苦難裏，也都能看見祂不變的愛《羅 8:35》→每當我發現我的軟
弱跌倒，願意悔改時，祂的憐憫和慈愛向我顯明，使我生命更聖潔 

→ 日子久了，在與主繼續交通、同行的日子裏，得著許多「愛情的故事、 
主的保護、幫助、成就的內容」，在凡事上越來越明白主美意，更時
常活在主的愛裏… 

⇒ 要確認：在我的生活裏，是先發現了主的愛，帶著歡喜快的心跟從主
的麼？我與主之間的愛情是繼續發展？特別是在問題當中，看得到祂
所顯明更大的愛麼？ 

2) 在堅信主的約之前，絕無法發現祂的美意 
←→ 在我的眼光還未被打開之前，我不知道神如何引導我的生命，只以

自身的努力來守住主日崇拜，努力過敬虔生活，努力行善為中心來生
活。因此不知道我一生往那裏奔跑、打甚麼仗、摔甚麼跤、撒甚麼種、
收割何樣成果。也因此不明白「如何趕鬼、使死人復活、醫治人、潔
淨人、培養人」，生命裏沒有目標和能力，生活中沒有果子。 

# 沒有羅盤的航海，沒有目標和里程碑的旅程 

⇒ 在我蒙恩的日子裏，最重要的轉捩點，就是當我開始順從神早已為我
安排的生命目標，來察驗神在我的條件、每天的時光、凡事裏的美意
而生活的那一刻，我終於進入未曾走過的新世界了! 

→ 既然神是那麼永遠、無限地愛我，在尚未創造世界之前，已為我豫備
永遠的世界、福份、基業，且早就為我豫備好「我在地上打仗、撒種、
栽培、收割」的日子裏，所需用的一切條件，也豫備好設計圖、計劃、
時間表。凡重生聖徒在地上的生活，是應該從認識神所豫備的目標、
計劃、時間表開始，並要掌握在每一步裏，知道自己正在作什麼，隨
時用神所供應的恩賜、能力進行，得取應得的一切而完成… = 亞伯拉罕
得應許之後，有一生的目標(四大福音化)，靠神的能力，凡事上看見神
賜福，得取了永遠的基業 = 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往迦南地進發，靠神的
供應和能力前進，得取迦南地的基業而完成，並將祝福列國、萬民的
應許傳留給後來的世代 = 蒙召的使徒們，得取從天而來的異象(四大福
音化)，靠著聖靈所賜的恩賜和能力，完成世界福音化的事工，並將這
「四大福音化，建立永遠成功的教會」留給後來的世代… 

- 神造我、揀選我、重生我的目的，就是與我共享永遠的榮耀! 為此，神



為我豫備了永遠的冠冕和基業，那就是藉著我在地上： ① 得基督生命
(個人福音化) ； ② 祝福配偶、兒女、家族、後裔； ③ 祝福地區的鄰居；
④ 祝福時代和世界。當我順從神在我身上所定的永遠目標、計劃、時
間表時，才能在我的條件、人際關係、七個現場、凡事、際遇、一生
裏，得著神的美意而跟從主! 

- 所以，主耶穌基督叫我在所擁有的七個現場裏，隨走隨傳天國福音、趕
鬼、叫死人復活(重生人)、醫治人、培養人《太 10:5-8,11:4-5,28:18-20》

= 當我明白我何去何從，要得取甚麼，要打何種仗時，才能明白，若不
靠主的權柄和能力，甚麼都不能作，不能得… 

→ 既然我的一生是按著神所定的目標、神的帶領進行，靠著神所賜的能
力生活，那麼無論作何事，勢必先要察驗神的美意，得著能力而進行。
並且與主同行，看到祂所成就的日子久了，就越來越明白掌握跟從主
的生活… 

⇒ 要確認：我已從神那裏得著終身的目標麼？那目標與我現在的條件、
生活有何關係？無論作什麼，我先察驗神的美意，得著從神來的力量
而作麼？ 

3) 在聽見主聲音之前， 絕無法得能力 
←→ 在眼光尚未被打開前，我到處尋找神所賜的權柄、恩賜、能力。我

誤解了：只有那些生來特別有信心的偉人，才能享受此能力，或者經
過鍛鍊一些工夫才能得著…等。我也曾努力鼓起勇氣、催眠自己等的
妄為… 

→ 終於有一天我明白了：那些享受神的權柄和能力的偉人，並非特別的
人，他們之所以不同於常人，乃在於他們已掌握「能聽見主的聲音，
掌握主的計劃和主的時間表」的秘訣，因為他們真信「神告訴他們的
話」!凡跟隨他們的神蹟異能，並不是他們身上發出的功力，乃是「神
彰顯祂自己的能力，來成就祂要成就的事」了。 

→ 接著，我又明白了：只要信「神的話(聖經)」，我的心靈就能聽到按
時、按事、按人、按情況指示我的「聖靈的聲音」!又發現：透過明白
神話語的精意，真信，反復確認和應用的過程，聖靈的指示越來越清
楚、正確、具體的奧秘… 

→ 更重要的，是當我深信「剛剛所得的感動、美意、智慧，是神即時親
自向我顯明」的時候，我發現：我的信心堅固、心靈剛強壯膽起來，
在我的表情、言語、行事中，神的權柄和能力大大地彰顯出來，也看
到我的話帶出神蹟異能，美好的果效自然跟隨 

⇒ 以前我的生活，是根據一般常識，習慣性的喫飯、工作、休息、睡覺，
每天都靠頭腦裏的知識，見人、說話、夫婦生活、教導兒女、參加聚

會、參與事工。但有一天，我終於進入「未曾經歷過的另一新世界」
之後，在凡事上先得著神所賜的確據而講話、作事，所享受的權能和
帶來的果效，也是從未經歷過的! 

⇒ 要確認：我是否已養成「在凡事上要先聽見主聲音」的習慣？對自己
的思想、言語、作事，都有「主所喜悅且支持」的確據麼？我能享受
那確據所帶來的權柄和果效麼？ 

4) 在看見主笑容之前，絕無法在任何情況都真喜樂 
←→ 在眼光還未打開之前，我只是單方性的敬畏祂的榮耀、全能、聖潔，

也努力按祂的美意來奔跑。也努力要得著祂的光照和恩膏，卻從未注
意到「在祂眼睛裏，我是個怎樣的人？祂面對我的表情如何？祂與我
同在的空間、時間裏氣的氛 (Mood)是怎樣?」 

→ 雅歌書裏繼續反覆地形容：情人的眼裏，所看到對方那迷人的美貌，
並且經過戀愛，那對情人的形容，是越來越多、更細密、更美麗⇒証
明與我對話，與我同行的神，是有喜怒哀樂、有感情的神。整本聖經
裏，神與人的交通，表現出各樣不同的情緒… 《番 3:17》「耶和華你的
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
愛你，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 有一天，我終於注意到：主看我的表情、在祂眼裏我的模樣、祂形容
我的生命和言語、作為。啊!原來按著我心靈的光景和變化，我能看見
主的表情(主對我的笑容、滿足、擔心、責備、鼓舞、勸勉、盼望等)。 
從那時開始，我又進入另一新世界、新時光裏，並且我終於掌握「禱
告中蒙應允」的奧秘… = 禱告一開始，看見「我在天上的父(看見主與
我同在)，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看到主永遠的榮耀)，願你的國降臨(看
見我心靈的變化 = 天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活現場，如同行
在天上(得主的計劃、時間表)… 賜給我(得著靈力、智慧、體力、一切
所需用的)… 免我的債(得洗淨)… 如同我免了人的債(帶著愛人、憐憫
人、祝福人的心，代禱祝福，並看見代禱蒙應允的過程)… 不叫我遇見
試探(趕出一切肉體、世界、環境來的試探)，叫我脫離凶惡(得確據已
經得勝，得自由)…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宣告永遠
的成功、得勝、感恩、讚美、盼望)」 

⇒ 要掌握這奧秘，但千萬要謹慎，不要陷入「無根無基的神秘」，要在
有根有基的現實、日常、隨時、凡事上，得著正確、正常、實際的奧
秘… 

⇒ 要確認：我能否意會「主看我的眼光」？我與主同在、同住的屬靈氣
氛 (Mood)如何？是否常有「主的喜樂、稱讚、鼓勵、期待」和「我的
感恩、讚美、依靠、盼望」？我是否掌握「禱告中蒙應允」的奧秘？ 



5) 在記念主成就之前，絕無法得確据面對明天 
←→ 在眼光還未打開前，只按著自己的心願，描繪一幅白日夢景象，努

力催眠自己相信；也努力往前奔跑，卻不知道在那裏，神正在成就何
事？其實，心裏並沒有「我的異夢必將成就」的確據，也時常因疑惑
而搖動、灰心而想放棄。  

→ 與主同行的日子越久越明白：過去主在我的生命時光裏所成就的事，
將來必要成就何事(至少超過我所求、所想的)，因此知道主正在作什
麼，我處在那一個時刻裏，目前為何而禱告… 

⇒ 凡已與主立約，得著「從天而來的異象」，努力與有同樣異象的肢體、
祭壇、聚會、事奉為中心生活，察驗主的帶領，與主同行(當然過程中
難免差錯)的人，但日子久了，總能看見主在「自己生命」裏、家庭裏、
地區裏、全世界裏，所成就又大又難的事。 # 李牧師的見證… 自己生命
的成長 → 配偶兒女蒙恩 → 骨肉蒙恩 → 肢體蒙恩 → 工人蒙恩 / 韓國 → 
中國 → 東南亞 → 美國 → 中國 → 東南亞 / 傳揚基督十字架福音 → 聖民
相聚 → 得著以馬內利信息 → 得著與主立約的門徒 → 穫得許多得醫的
見證(福音的大能) → 地區門路繼續打開 → 世界門路打開 → 目前，最要
緊的禱告就是「各階層的教師和見證人(兒童、青少年、青年、壯年、
婦女、老年人、醫治、執事、長老、傳道人等)」 

⇒ 雖然，還未與神立約，但只要是蒙恩的聖民，回顧過去，必能看見主
所帶領的天路歷程。一路走來，也許不是直路、也不是捷徑，甚至是
「搖來晃去、原地繞轉、放縱、浪費、進一步退兩步、跌倒無數再爬
起」的過程… → 但是，在主裏何時真正蒙恩，何時就是(新生命)起始點，
從現在開始凡願意緊緊跟從主的人，無論誰都能立刻進入蒙恩的時光
裏… 

⇒ 要確認：在我過去的日子裏，主成就了何大事？主有否顯示將來要成
就的事？祂正在我生命、生活裏行作何事？今日是否下決心：走上另
一更蒙恩的路程？ 

 

 
 
 
 

** 結束的話 
* 大部分受過洗的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是在放縱狀態裏，大約只有 10-20%的

基督徒可稱為「較追求神」的生命。但是那些較熱心的聖徒當中，又有很多

落入「無根無基的內在、神秘、靈恩運動」裏。父神、基督、聖靈，這三位

一體真神，是給予清楚的目標、細密的意念、正確的時間表來引領每一個聖

民、家庭、教會。我們要「一對一，位格對位格」的遇見活神時，也要維持

活的交通，並要發展「理性上的認識、 靈性上的確信、 感性上的交流」。福

音是非常實在、實際、正常、日常、時常的，叫我們連一根頭髮裏面也能得

著主的美意和帶領。我們不可留戀在「放縱、植物人、夢遊人」的屬靈狀態，

只要我們願意，今日就能進入那又活潑又有功效的蒙恩世界裏…阿們！  
 
** 本週禱告題目 

1) 在發現主的愛之前，絕無法愛主：我在耶穌基督裏所蒙受的愛，能讓我在宇宙
萬物、整個歷史、自己的生平、條件、關係和凡事上，看見主的愛麼？我與主
之間的愛情，是否繼續發展？ 

2) 在堅信主的約之前，絕無法發現祂的美意：我是否與主立過生命之約？主賜下
的應許，能讓我在凡事上得著主的美意麼？在目前所遭遇的問題裏，我能否發
現主那美好的計劃、美意？  

3) 在聽見主聲音之前， 絕無法得能力：我是否已養成「凡事上必先聽見主聲音」
的習慣？對自己的思想、言語、行事，都有「主喜悅而支持」的確據麼？是否
享受那確據所帶來的權柄和果效？ 

4) 在看見主笑容之前，絕無法在任何情況都真喜樂：我能否意會「主看我的眼光」？
我與主同在、同住的屬靈氣氛(Mood)如何？是否常有「主的喜樂、稱讚、鼓勵、
期待」和「我的感恩、讚美、依賴、盼望」？  

5) 在記念主成就之前，絕無法得確据面對明天：在過去的日子裏，主成就何大事？
主有否顯示將來要成就的事？祂正在我生命、生活中行作何事？  

 


	我的佳偶,你甚美麗,你甚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