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1.19. 宗敎和福音系列-2/ (祈福信仰) 

  

             你不能單以我爲滿足麼？      

 
  17世紀德國宗敎詩人Angelus Silesius說，“爲要得福而拜神的人，不是拜神的，乃是拜自己

的”！這句話我們値得多思想。詩人强調的，是：我們敬拜神應該是因著祂本身的榮耀、尊

貴，不應該因著祂給我們賜福。我們同意他說，“阿們”。然而，我們想多一點加平衡說：

我們這被造、有限、無能的生命，向創造主求福是應該的；只是我們盼望：我們祈求的福 

都能帶給我們永遠實際的益處。  

 

  神說，“你們得不著，是因爲你們不求；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爲你們妄求，為要浪費在

你們的宴樂中”《雅4:2-3》。很多基督敎徒不能享受神已所賜那天上、地上、永遠豐盛福份

的原因，是因爲他們不懂神要給他們最好的福份是什麼，也是因爲他們不懂怎麼求。若一個

聖徒眞明白自己已得的福份是甚麼並懂得怎麼求，他就在任何情況裏，都能蒙受“常常喜

樂，凡事謝恩，聖靈充滿”的福份；同時也會看見神在他的身體、生活、人際、財務、傳福

音事工上所賜的祝福；正如使徒約翰對該猶的祝福：“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

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參2》。 

 

  愛我們的父神在我們的新郞耶穌基督裏，爲我們豫備了極其美好的福氣，蒙愛的兒女們應

該盡享其福，而要結出生命內外百倍、六十倍、三十倍的美好果子。很多聖徒不但不能享受

其福，反在信仰生活中總是遇到許多矛盾，是都因爲生命裏有一個總不離開的堅固營壘“祈

福信仰（成功神學）”，並且其不能除掉祈福信仰的原因，也由於對福音的誤解或沒有信心

與所聽見的福音調和《來4:2》。神並不是不關注兒女們在屬肉生活上的健康、豐富和成功，

但祂更關注：兒女們與祂的關係、和兒女們的靈魂體、人際、經濟、事奉都連結到福源（至

聖所的施恩寶座），而能得取全備的福份。讓我們作一個譬喩吧：一個愛自己新婦的新郞，

將一箱寶貴禮物寄給新婦了。那箱子裏有一個能開新郞家所有房間、倉庫、金庫，連新郞的

心門也能開的“Master Key（全通鑰匙）”。但是，包裝那鑰匙箱子的外觀相當簡陋而較容

易被人看輕；並且一般人是不能打開其箱子，惟有蒙新郞寵愛並眞正愛新郞的新婦才能打

開。若那新婦因箱子的簡陋不看重那禮物，把它扔在衣櫃裏而不再看，或她對新郞的愛尙未

達到新郞要求的地步，她就不能享受那一箱她新郞用自己全部的生命爲她豫備的寶貴禮物。

人的生命有三個構造，就是身、心、靈。神要給兒女眞正的祝福，乃是靈蒙見神，心得平

安，肉身健康，凡事興盛。靈先蒙恩，身心凡事是才能跟着蒙恩的。但是，很多聖徒的眼光

常常只停留在肉身和看得見的事情上，不能進到靈裏面。新郞要給新婦的，不是箱子，乃是

裏面的寶貝。箱子的功能，就在於保護寶貝；但新婦過於關注箱子本身的時候，那箱子反而

成爲阻擋，使她不能進到裏面而得享那寶貝。 

 



  我們要正確認識父神透過基督福音向我們强調又强調的心意！基督的出生、外貌、工作、

家境、親朋好友看起來都非常貧窮卑微，基督十字架和聖民的受苦看起來都受咒詛的樣子

《賽53:2-5，林后4:7-18》，然而原來神和神國。整個宇宙和萬民一切的榮耀、尊貴、權柄、

能力、豐盛都在他們中間。保羅說，“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

人富足的；似乎一無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林后6:10》；又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

滅亡的人爲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却爲神的大能。。。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

的，以及那無有的，爲要廢掉那有的。。。”《林前1:18, 28》。原來，神爲所愛的聖民所豫

備的，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是眼

睛未曾看見，耳朶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2:7-9》。  

 

  起初，我們始祖受試探而跌倒的原因，就在於愛肉體勝過愛神、信魔鬼的謊言勝過信神的

話、愛成功（與神同等）勝過順從神《創3:1-6》。第二亞當耶穌基督也受到同樣的試探，但

我們的主耶穌愛神勝過愛食物（肉體），信神勝過試探神，順從神勝過世界一切的榮華《太

4:1-11》。魔鬼撒但直到救恩歷史滿足而基督再來，不會停止牠說謊、試探人的作爲，並且

沒有一人能靠自己勝過牠的詭計；惟有願意“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耶穌的人”

《太16:24-26》，才能勝過撒但的誘惑，並且眞正能享受神所賜全備的恩賜和賞賜而榮神益

人建國。 

 

  凡蒙神呼召的聖民，重生之後頭一個要通過的關卡，就是"瑪門（財利）"；一個信徒帶着

不能勝過瑪門的心靈，絶不能勝過在前面天路歷程上要面對無數的試探和試煉。亞伯拉罕蒙

召後，頭一個面對的考驗，就是財物上的考驗《創12~14章》。主耶穌也在登山寶訓裏特別

强調蒙召的聖徒，必要勝過瑪門誘惑的事，因爲財物的事不單關於財物本身，乃是與我們的

愛神、依靠神、順從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一起看《太6:24-34》。“一個人不能事奉兩

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瑪門。（財

物的問題，不是單單關於擁有多少的問題，乃是關於生命和關係上的問題。愛財物比愛神

多，就會失去神，也會失去財物；愛神比愛財物多，就能得着神，也能得着神裏面一切的豐

盛）25 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吃什麼，喝什麼；爲身體憂慮穿什麼。生命不勝於

飮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若沒有生命，就再好的飮食和衣裳也都沒有用；並且地上生

命也都爲要得永生冠冕而存在的）26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

裡，你們的天父尙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27 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

一刻呢？28 何必爲衣裳憂慮呢？你們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

線。29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朶呢！30 你

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扔在爐裡，神還給他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

呢！（我們所需要的，天父已經都豫備好了；按時候都會供應給我們；主不給我們的，是我

們不需要的，是會害我們的）31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32 這都是

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

義（神的國和神的義在哪裏？在哪裏去尋求？就要察驗在神賜給我的條件裏，也在神每日的

引導裏），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眞正爲要榮神益人建國而活的時候，就會發現：其



實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很你多；多餘的也都會用在榮神益人上；並且在神的多給或少給的供應

那裏，也有神的引導）34 所以，不要爲明天憂慮，因爲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

天當就夠了”。(神的引導、供應、成全，都在今日我所遇的24小時和凡事裏；最多的豐富、

最大的成功不在明天，乃在於今日） 

  

１。在我信仰裏，有沒有祈福(成功)傾向的內容？ 

 

   ** 聖徒信仰生活無論多久，總是最難改變的，就是禱告的內容和方式！總是祈求"我所要

的"，而不懂得"發現並心被恩感地領受在目前條件裏神已所賜（安排）的恩典和美意，在其

基礎上靠主恩發展，而能榮神益人建國"。這是隱藏在聖徒生命裏最堅固的營壘。祈福信仰

可以分爲下面三種。  

 

  1) 第一種祈福信仰= 祈求屬肉、屬世的！他們的信仰停留在得財物的豐富、身體健康、無

病長壽、平安無事、兒女成功等。他們最喜愛背誦的經文，就多於“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

名爲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創

12:2-3》，“以撒在那地耕種，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華賜福給他，他就昌大，日增月

盛，成了大富戶”《創26:12-13》，“你在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

所産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申28:3-

6》。他們不明白那些經文的福音精義：那種蒙神大恩大福的人，原就是與基督同死同復活

而已成爲蒙愛神兒女的聖徒，並且他們一生的路程，就是"分別爲聖，脫離世界，而背起基

督十字架"的天路歷程。他們只要祝福，不要苦難，只要復活，不要死去、捨己；他們根本

不想認識：那些亞伯拉罕、以撒、以色列等蒙福聖徒生命的開端，“你要離開本地、本族、

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創12:1》，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盡心盡力愛神愛人= 不愛世界和

瑪門，厭惡不義和罪惡，孝敬父母，愛配偶、兒女、肢體、同事，憐憫寡婦、孤兒、罪人、

病人。。。。）”《申28:1》。在這末日有很多假先知、假師傅，常常引誘"尙未認識基督、 

尙未悔改而罪得赦"的群衆說，“你能，你會得財福，疾病得醫治，你會成功，你的兒女蒙

大福，你會作頭不作尾”，而不講“每日如何掉棄老我，而活出基督”的福音信息。他們知

道群衆喜愛聽何種信息，要召聚多人，要得勢力和名利。他們那種成功神學的信息調動人心

"貪愛財物、追求成功、名利"的罪性，而引誘人；喜愛他們信息的群衆也向講員只要求那種

安慰他們的信息，那就是，講者、聽者兩個罪性的相招相配。雖然，他們也帶領人"決志禱

告"，但是跟着他們決志禱告之人的心靈"想呼求基督之名而脫離貧窮、疾病、問題和想得着

凡事亨通"的心，遠超過想悔改而跟從神的心。這就是啓示錄所提七個敎會中，"服從了巴蘭

的敎訓"的別迦摩敎會的光景。主警告他們說，“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

裡，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啓2:16》。那種敎會和事工的帶領者看起來一時興旺，但是

我們常常聽到他們的醜聞，還不到幾十年，我們就很快看到他們悽慘的結局，並且跟從他們

的敎徒也分散而繼續彷徨，他們的信仰體質很難作到完全拆毁、重新建造而能得跟從主的歸

正。 



 

  2) 第二種祈福信仰：爲神的國和神的義禱告也參與事奉，但心裏所期待的，是那些事奉所

帶來的奬賞(賜福)"平安無事、凡事興盛"！飢渴慕義學習基督、喜愛察驗神的旨意而順從、

羨慕善工、喜愛傳福音、認眞事奉敎會的人，的確凡事上蒙神祝福。但是，他們如此作，是

被神的榮耀、尊貴、慈愛、權柄、智慧吸引而作的，而並不是爲要得着後面的奬賞。與愛人

談戀愛事上的耽溺，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渴求和喜樂；若談戀愛之後要拿另外的奬賞，那已

經不是談戀愛了。“愛情，衆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

愛情，就全被藐視”《歌8:7》。每次，靠聖靈讀經，禱告中得着無限的慈愛、盼望、和能

力，那本身就是誰也不能奪取的恩賜和賞賜了。主對忙亂事奉中埋怨的馬大說，“馬大！馬

大！你爲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

能奪去的”《路10:41-42》。不顧自己的性命地拯救將快要掉在火湖裏的兒女、兄弟、親

友，對那拯救者而言，他的兒女、兄弟、親友的生命本身是他唯一關心的了；爲所愛之人的

代禱和傳福音，是眞信基督福音所顯示事實情報之人的自然反應，並不是爲要得另外什麼酬

勞而作的。建造自己要住的房子的人而言，其建房本身就是他天天多得的基業和祝福，他必

會到處去找最好的材料來建那房子的。 

 

  爲要得着“加給的東西”，而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人，是根本沒明白了主在整個登

山寶訓裏强調的福音精義。原來那“加給的東西”就被包括在“神兒女所得的神的國和神的

義”裏面。主一直强調說，“何況你們呢”？其實，人人都要得神的祝福；他們的矛盾不在

於他們要得神的祝福和奬賞，乃在於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基督裏能得了何等的身份、福份和權

利。他們尙未眞正恢復神兒女的身份和與神、與神國神民的關係，而能享受在神國裏一切豐

盛的福氣之前，他們無論如何的努力不要追求那“加給的東西”而要追求“神的國和神的

義”的，也都沒有用的。   

 

  3) 第三種祈福信仰：雖然已不追求屬肉屬世的而努力追求屬靈屬天的，但他們的禱告還是

不能脫離"祈求我所要的"的系統，而總是不能恢復"享受已得的，心被恩感領受主所安排的，

並能看見今日主的帶領而跟從"的系統！他們禱告說，“主啊，拯救我的兒子，也使他爲神國

蒙你重用”，又禱告說，“主啊，恩膏我們敎會，使她成爲時代的祝福”。禱告內容很好，

並且如此的禱告也我們應該要作。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白：那些禱告題目，原是主的美意和

應許，主已垂聽了，主將必成全。我們更是要明白：主爲要豐盛榮耀的成全祂的美意和應

許，今日已爲我安排了哪種條件，主在今日的時間表裏正在進行什麼。要不然，那禱告尙未

得成全之前，我們的心是一直會在着急、灰心、憂慮裏，甚至會被控告說：是否我有不對的

地方？是否我的兒子是不被揀選的？。。。等等。並且因爲帶着那種心情面對兒子，所以會

作天天强迫、論斷、甚至咒詛兒子，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和反效果。主的美意和成全的時間表

是如何呢？就在於我生命裏，也在於今日我生命的蒙恩，而能聖靈充滿，來將今日主聖靈所

賜的仁愛、喜樂、和平、忍耐、恩賜、良善、感謝、盼望。。。顯明於兒子，使他看見神的

國降臨在他身上也在整個家庭裏。我爲我敎會在世界福音化上蒙主重用的禱告，主已垂聽

了；因此，主已在我生命在敎會裏的角色、職份上開始了成全那禱告的工作了。我要察驗主

在今日條件裏的帶領，並要心被恩感地領受主的呼召和恩賜（時間、能力、財物、才幹



等），在今日的時間表上盡心盡力。我一個人的忠心、感謝、讚美和見證，會影響整個屬靈

家人，很快會看到整個敎會的興旺和蒙主重用。 

 

２。如何才能終於脫離各種祈福信仰的傾向？ 

 

  1) 先要明白而享受：主已賜給我最好的條件！主已將最尊貴的身份、所屬、關係、目標賜

給我了。在永恒時光裏，再不會得比現在更尊貴的身份，再不會得比現在更偉大的成功。因

爲再不會有比基督的身體、神的兒女、聖靈的殿更尊貴的身份，不會有比“主永遠愛我，與

我同在，要幇助、賜福我”更完整的條件，也不會有比“在任何情況裏，我要愛主愛人”更

偉大的成功、更發展更發達是會有的，但那發展發達絶對要在現在所擁有的條件、關係、職

份上建造起來的。我已擁有最好條件的證據，就在我生命裏。我因聽信了基督福音和眞理而

得了聖靈，我知道我的心靈和眼光、關心、興趣都大有變化了，進到我生命裏的眞理和聖靈

大有能力的感動、保守、引導我生命了。雖然有千千萬萬多的神兒女們，但我是在整個宇宙

永恒時光裏獨一無二的生命，是擁有獨一無二的條件、恩賜、地位、角色的，也是擁有着永

遠時光和神無限能力的生命。我的尊貴和成功不在別的條件和時間裏，乃在於現在在我生命

裏。若我是生來就孤兒，就是帶着神所安排生來孤兒那條件和使命的神尊貴的兒女；若是殘

疾，就是帶着殘疾條件和使命的神尊貴的兒女。把這些尊貴的身份恢復在我生命的同時，我

的心靈就被兒子、後嗣的靈（聖靈）《羅8:15-17》充滿而變，所擁有一切條件的意義也改

變，在我眼裏的整個世界也就改變。# 奧洲一位牧師的兒子，Nick Vujicic弟兄，他生來沒有

四肢，小時他非常埋怨痛苦，從他發現神的計劃之後，就變成無數殘疾人仕的祝福。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故意選擇比世上任何人更卑微.貧窮的出生，比任何人受更嚴重的嫉視和汚辱，比

任何人受更嚴重的苦難，都是爲要祂肢體們（新婦）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富有、尊貴和成

功。這就是福音，這就是凡眞信基督福音應該要享受的尊貴和成功。  

 

  2) 眞正享受“父神在基督裡已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1:3》之後，我才能發現

“先前以爲與我有益的，原來都是害我的”《腓3:7》！至寶和糞土怎能相比？短暫怎能敢想

試試與永遠比較？世界怎能敢向天國挑戰說，我們比一比吧？憂愁無法勝過喜樂，埋怨無法

勝過感恩，仇恨根本無法勝過憐憫！開眼的不會憧憬瞎眼的，喫飽的不會羨慕飢餓的，談戀

愛的不會嫉妒孤獨的！一個聖徒眞正享受了時常與他同在的天國，享受了聖靈所賜的仁愛、

喜樂、平安、自由、聖潔《羅14:17，加5:22-23》之後，不會再追求屬肉、屬世、短暫的捆

綁；眞正發現了眞實和實際的世界後，不會再追求虛假和虛空的世界；眞正認淸了大騙子魔

鬼的本面目後，不會再想念牠的欺騙了！  

 

  當我們將所聽到的眞理（事實）與我們的信心調和（明白而確認）的同時，我們能看見聖

靈在我們心靈裏大能的作爲。聖靈一動工，我們就看見“從天而降各樣美好的恩賜、全備的

賞賜”《雅1:17》臨到我們心靈裏，也能看見我們心靈的變化，“喜樂油代替悲哀，讚美衣

代替憂傷之靈”《賽61:3》。特別，當我們心靈恢復“我是神所愛的兒女，神與我同在，神

正在幇助我，賜能力給我”的基要眞理並確認實況的時候，我們就發現聖靈的工作非常迅速



又有能力的在我心靈裏作工。我們越來越明白主敎導的禱告（主禱文），越來越掌握禱告中

蒙最大的應允，就是：① 如何看見父神的同在、② 如何榮神益人、③ 如何看見神的國降

臨、④ 如何發現主在今日凡事裏的美意、⑤ 如何得聖靈充滿、智慧和能力、⑥ 如何恢復得

潔淨而坦然無懼的生命、⑦ 如何敵擋魔鬼的試探和詭計、⑧ 如何確信主永遠的國、權柄、

榮耀如何與我同在。我們又發現：每當享受禱告中蒙應允的時候，我們的靈快樂，我們的心

歡喜，我的身體恢復健康和能力，我們所作的凡事上都能看見主的引導和興旺《詩16:8-

11》，我們所愛的家人、肢體、親友都一同蒙恩。如此蒙恩的日子久了，我們就能看見我們

的疆界越來越擴張，越來越多與時代的寶石生命連結起來，我在其中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此享受天恩，享受主愛的人，是再無法追求屬肉、屬世、短暫、虛假的東西。不但不追

求，乃是會看到以前自己想得着的那些都是害自己的。 

 

  3) 越來越單單以基督的愛爲最大的滿足！享受神所賜一切的福份，也是神兒女的權利，爲

要恢復榮神益人建天國受苦，也是屬於天家的神兒女的權利。神兒女們當他們恢復神兒女的

身份和權柄，也能享受靠聖靈與神交通、同行的時候，必定會看見“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正如他們的靈魂興盛一樣”《約參2》的蒙福；但在他們生命成聖的過程裏，主必按他們生

命能承受的程度，爲每一個人豫備適當的苦難；因爲神在兒女身上的終極目標不在於這短暫

的世界，乃是永遠的成聖和冠冕。對屬神屬天的聖民而言，這世界是個修鍊的道場、耕農的

農場、比武的競技場、爭戰的戰場。凡爲神的國和神的義蒙召的人，必要走主耶穌走過的

路。因此，主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10:24》；“若有人要跟從

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太16:24》；又說，“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爲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毁謗你們，你們就有福

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爲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

們”《太5:10-12》。但他們遇到苦難的時候，必會發現每一次的苦難都是他們所能受的，並

且總會看見一條出路給他們開着，叫他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透過那些百般的試煉，

他們的信心却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

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1:7》。 

 

  不但如此，有些聖徒所受的的苦難，是拯救肢體的事工上必須會有的爭戰，並是使他們得

着傳福音門路的途徑，也會成爲無數聖徒的榜樣、安慰和見證。當他們的信心和蒙恩達到一

定程度的時候，主會如此重用他們。主對彼得說，“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

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約

21:18》。保羅也說，“現在我爲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爲基督的身體，就是爲敎會，要

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1:24》。每當聖民遇到苦難的時候，將必看見主所賜

七倍的恩膏和堅固《林后12:9-10，詩23:5，申28:7》。在那種各樣的苦難中，聖徒越來越掌

握“察驗主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的秘訣，也能掌握“在苦難中不被控告，而却發現

主更大的愛”的秘訣《羅8:31-39》。在那種過程裏，越來越得着“單單以基督的愛爲最大滿

足”的生命。他們的生命已經達到了最高的境界，因此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在基督裏豐盛



的恩惠，也能認辯聖徒生命成聖的程度，而能按人的時間表作到醫治、培養、恩膏、差派的

事工。  

 

３。單以主的愛爲滿足的人，是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最大的福份！  

  

  ** 脫離祈福信仰最完整的地步，就是單以主的愛爲最大的滿足，再說單在主基督裏能得享

最大祝福。貧窮不能叫他失去豐盛，富有不能叫他失去節省；卑微不能使他失去尊貴，高位

不能使他失去謙卑。基督終於完全得着了他的生命，他也終於完全屬於基督；基督的榮耀、

尊貴、慈愛、權柄、能力、智慧大大顯現於他的生命、言語、一擧一動裏。。。   

 

  1) 我若尙未單以基督的愛爲我最大滿足，那就證明：有些祈福信仰的傾向還在我生命裏；

並且我還不能完全脫離祈福信仰，都是由於我對基督福音的不夠了解、誤解或不信！福音的

精義，並不在於“神必成全我所祈求的”，乃在於“是我發現神在我生命、關係、經歷裏的

慈愛和美意，使我喜愛順從、依靠、交托，喜愛與神同行”。福音的精義中的精義，就是神

將祂深愛我們的心向我們揭開而說，“我愛你”！叫我能“在我生命任何條件裏都能發現神

的愛”的根基，都是從基督爲我代死而復活（十字架）而來，並且能繼續維持看見主愛的秘

訣，就在於繼續不斷地察驗，順從，信靠而來。若我是眞是個蒙受十字架大愛的人的話，我

今日所擁有的一切條件，都滿帶着永遠天家的意義。因此，我眞正的成功絶不在於人人都追

求的那種福份裏，乃在於叫那神爲我豫備永遠的計劃得着成全。許多信徒，總是不能從“要

得我要得的”的信仰運作系統裏脫離出來，而能進到“感恩，察驗，順從，享受”的信仰運

作系統的原因，就在於“不愛主”；並且不能愛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夠認識正確的福音

而無法發現而蒙受基督在凡事裏所顯的大愛。   

 

  2) 我能單以基督的愛爲最大滿足，是都由於基督之愛强烈的吸引我；並且基督向我顯明最

大的愛，就是叫我認識純眞全備的福音！大衛說，“主啊，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

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詩65:4》。保羅說，“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林前15:10》。我今日能脫離祈福信仰而能單以基督爲滿足，都是蒙主的恩愛才成的，經過

無數次基督恩愛的吸引才成的了。其實，喜愛豐盛、健康、長壽、成功，而不喜歡貧窮、卑

微、苦難，是人的常情；我今日能成爲只以基督爲滿足，能來到“貧窮不能叫我失去豐盛，

富有不能叫我失去節省；卑微不能使我失去尊貴，高位不能使我失去謙卑”的地步，這都是

經過蠻長日子的拆毁和重建。約瑟能成爲“拯救以色列和列國萬民”的約瑟，都是在經歷他

家庭所遇各種的矛盾、被兄弟撇棄而成爲奴隸、被誣告而成爲囚犯的過程中，隨時隨地單單

尋找“神與他同在”《創39:2，21，23》的過程中才能得成的。保羅能成爲“祝福整個世界

和兩千年救恩歷史”的保羅，也都是經歷各樣的試煉、受辱、被同工背叛，單單尋求基督不

變的愛的過程中才能得成的。我們都曾經追求過世界的名利，但惟有蒙主大愛的人，才有一

天會發現追求屬世、屬肉、短暫可變東西的虛空和抓風的空虛而放棄，並能追求屬靈、屬

天、永遠不變的寶貝；也在追求屬靈、屬天寶貝的過程裏經過各種的難題、逼迫、苦難更進

一步的被精鍊，並在經歷家族、親友、肢體、同工的不能依靠或背叛，在心痛肺苦中一直尋



找主那不變的笑臉幇助的過程中，逐漸成爲單以基督至愛爲最大滿足的人。在過去、現在，

天天經歷如此蒙恩途徑的人，是個眞有福、大蒙眷愛的生命了。在他生命的聯絡網裏，必有

無數蒙主大愛的生命，特別凡那得着他晝夜代禱的家人、肢體、親友也是主所愛的生命了。

主所豫備豐盛的福份，正在他和他所愛之人的生命條件裏，也等帶他們更豐盛的發現而享

受。 

 

  3) 因此，我們能最快脫離祈福信仰，而能在任何情況裏享受基督隨時所賜最豐盛福份的秘

訣，就在於盡快正確的認識福音，將福音恢復在我生命，並活出基督福音來。阿們！越早脫

離祈福信仰，就能越早享受全備福音豐盛的福份。放棄祈福信仰，並不等於放棄屬肉、屬世

的福份，乃是進到屬靈、永遠的世界而更全備地得着靈魂體、生活、人際關係、經濟的福

份。屬靈的事和屬肉的是不能分開；分開而講的就是偏差或異端。有人說，“我爲神的國和

神的義，撇棄了一切；所以不要那麼認眞於家庭、讀書、事業，只要多多讀經、禱告、事奉

主就好了”。又有人是說，“看到那種完全獻身的人，我感到可怕。雖然敬佩他們，但我是一生

不能做到那種的獻身”而內疚。這是何等大的誤解！神爲我所豫備的使命和奬賞，就在我的24

小時凡事裏，尤其更是在於“我所愛和常在一起的人群”中。我們要明白主所說“你的仇敵

在你家中，愛父母兄弟配偶兒女勝過愛我的，不能成爲我的門徒”等話的精義，主的話並不

是指：叫我們撇棄家人而單單做屬靈的事，乃是指：在我裏面得取如何愛他們、如何祝福、

忍耐、幇助、等候他們的答案和力量；在以門徒爲中心生活並爲家人、親友、聯絡網、當代

敎會代禱，而要得取能祝福他們的見證和能力。主說，天國不在別處，就在於你心靈裏，也

在於你們兩三個人奉我的名禱告的地方《路17:21，太18:20，羅14:17》。基督裏豐盛的福

份，不在我所擁有的條件以外；要享受的時刻就是現在，場所就是在這裏，事情就是現在在

這裏所遇的事，叫那福份更豐盛起來的奧秘，也就在於現在在這裏與我同在的人間。當一個

人眞正享受這種24小時全備福份所帶來豐盛生命和福份的時候，他不會再追求帶給他虛空虛

假的甚是害他的，也不會繼續停留在“求主給我要得的，求主成全我所願的”的那種看不見

禱告中蒙應允而仍在嘆息、着急、灰心的禱告中。沒有今日每一個脚步裏的跟從和成全，四

大福音化的大異象、異夢、預言就都變爲一場春夢，甚至會變爲叫我們失去信心和愛神的心

的惡夢。  

 

** 禱告: 親愛的主啊，我們眞感謝你，讚美你，永遠愛你！你揀選了我們，用愛來吸引我

們，叫我們親近你，叫我們永遠住在你的院中。回頭看我們走過來的路徑，雖然不平易，滿

有艱難，但是我們的路程因爲那樣，我們就一分一秒也不能不呼求你的名，不得不尋找你的

幇助。我們以爲我們自己時刻抓住你手而不放，但如今發現：原來那都是你對我們的熱愛，

你不許我們的視線轉離你，不許我們心裏出現除你以外所戀的。主啊，你對我們的愛情就那

麼如死之堅强，嫉恨如陰間之殘忍！你爲要獨占我們的生命，代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下到

陰間，毁滅了那捆綁我們的罪和死的毒勾；擁包着我們復活，一直昇到天上的寶座上了。主

啊，這是你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永恒時光裏，並在萬民萬族、天使天軍、撒但魔鬼的眼

前，豫告、施行、完成的大事，也就是你公開向你新婦所作的求婚；誰敢從你手中再奪取我



們的生命呢？主啊，你對我們的愛那麼的完整，你為我們所預備的那麼的豐盛，我們也怎麼

敢愛別的呢？求主饒恕我們，洗淨我們，幇助我們，好叫我們單以你爲滿足，單爲要滿足你

而耗盡一切的力量；好叫我們這愚昧.遲鈍的生命終於明白而享受有了主還要什麼的福分。

阿們!  

** 本週禱告題目  

1. 在我的信仰裏，有沒有些祈福傾向的內容？我永遠的本生命離開身體的時候，我想帶着

哪些東西回到永家呢？我已保管在天國哪些基業了呢？爲此，每天我的生命最需要的是哪些

東西？我事奉神的眞正目的，是爲要榮神益人的呢，或是爲要蒙神賜福的呢？我在禱告裏較

多祈求的內容是甚麼？主都答應給我麼？因此，禱告時能得完整的平安和當作的事麼？  

2. 我已懂得享受“有了主什麼都有”的福份麼？我知道：我在基督裏所得的，是在整個宇

宙裏獨一無二最好的麼？我天天如何享受哪些福份？我的禱告，是祈求爲中心的禱告，還是

享受主、察驗主、順從主、依靠主爲中心的禱告？我已掌握了：心被恩感地領受主爲我豫備

的條件和情況，在那條件.情況上得主所賜完整的恩典和力量，來榮神益人的秘訣麼？  

3. 回頭看，我能發現：主的恩手一直纏拉着我，叫我單單注視祂的證據麼？在我過去的人

生旅程裏，叫我的生命眞正蒙恩的事件、時刻是哪些？特別，苦難帶給了我哪些恩典、見證

和門路？我的生命越來越專注以瑪內利主的喜悅、支持、幇助、和稱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