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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喜乐，能够跟弟兄姐妹又在线上见面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

谢谢主耶稣！ 

我们要记得主耶稣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

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不仅是两、三个人，二、三十个，二、三百，两、三千祂都

在我们当中。今年夏天我们在台湾参加了一个聚会，就有两、三千人。哦！主仍

然在那里，祂说了哪里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哪里。即使你一个人的话，主的话

都说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你看我们的神，多么乐意跟我们来亲近，跟我们

在一起。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心哪就归向主，这个时候就对准了耶稣，不

要在想别的事情。 

我们九月第一周，就查考《马太福音》第 5 章，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本

章）的一开始就说，他们的离开时就是耶稣看见许多人，祂就上山，就坐下来，

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今天主与我们同在，不是在肉身里，乃是在祂的灵里——祂

的圣灵里，那么就需要我们相信，我们如果在肉身看到祂了，就容易相信，可是

门徒们，还没有相信到一个地步，这个在肉身的拿撒勒人就是神道成肉身。我们

今天信耶稣，没有信到一个地步，祂就是圣灵，祂在圣灵当中与我们同在。 

而且祂在这里要开口要教训我们。主耶稣祂说了这样一句话，祂说，我跟你

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跟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其实祂在肉身

的时候，祂都要人来相信祂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如今我们更要相信主与我们同在，因为祂就是灵，祂就是生命。我们能够信

的过来吗？脑筋能够转的过来吗？现在祂不在肉身了，祂已经复活了，祂升天以

后，将祂的圣灵赐给我们，祂与我们同在，就是祂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祂住在我

们里面，就是祂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转不过来呀，我们就不容易呀，进入真正信耶稣的那个

情况，那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天国，耶稣来的时候，你要记得祂说天国近了，天

国就是祂要来在我们心里作王作主，祂要成为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这就是天国

的意思。我们还是需要转，我们真是像《罗马书》第 12 章所说的，要常常来心

意心思意念被神来更新而变化，我们的改变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观念

当中来开始的。我们多需要像耶稣所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应

当悔改，我以前有说过这个悔改，不是单单不做坏事了、不犯罪了，这个悔改原

文的意思是，最主要的就是换一个想法，“think differently”,就是不再像我们以前

所领受的，我的传统的教导、观念，不是还是那么想。 

尤其是对神的事情、对主耶稣的事情、对福音，我们也许要换一个想法，就

是说那个观念需要改变一下，那就是从历史上的耶稣要改成我们相信的，是在圣

灵里的耶稣。我们不但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要相信祂第三天复

活了，也是为我们复活。祂复活以后，我们才能得着祂的圣灵，祂才能够住在我

们的里面，祂在肉身里面，祂不能够进入到门徒的里面，也不能够，无论在哪里，

他们聚会时都与他们同在。只有在圣灵里面，祂才能够，无论在哪里祂都与我们

同在，而且祂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祂的里面。 



我们还要转这个观念，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是在圣灵里头，是无所不在的。

我常常说神是灵，灵就像空气一样的。那个灵在原文里头有三个意思，灵、风还

有气。神是灵，你看我们讲到空气，我们不会怀疑对不对，我们太自然了，对于

这个呼吸空气，生活在空气里面，空气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有空气，我们

没有空气我们就活不了，这个太自然了，所以我们就很少去想它。 

至于说神是灵，祂与我们同在，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祂里面，我们

天天都需要祂，至于这一个想法，太不够了，太不够。我们还是活在肉身里面，

什么都是要看得见摸得着。讲到吃喝的话也是这样，可以用嘴来吃喝这样，可是

耶稣祂在灵里面，我们不能够用口来吃、来喝，乃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来吃、来喝，

就是享受祂的意思，得着祂的意思。 

我看我们网校上课的人，对于这个上课不是那么的热心，我讲的不是你们现

在在线上的，就是有一些他没空，他就不来了，因为我有注意到有时候，譬如我

们 9 月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周五班人是最多的，我们的统计是达到 900 多人，

将近一千人了。可是现在呢那恐怕我看上课的人比上个月就少了，那就是证明他

们没有进入这个天国的福音，还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灵里面与主有连结，这位复活

的主，耶稣基督祂可以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喜乐，平安，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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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还有能力。他们不知道这个，只知道听道。你如果把信主与主连结这件事

是当成听道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了。那就是传统的教徒，就是上教堂，听道，

听了几十年没有改变，还是依然故我，发脾气照样发脾气，打牌的还是打牌。喝



酒的还是喝酒，一点没有改变。你这样的信耶稣，我告诉你，连得救都有问题。

你有没有得救你都有问题。所以我就劝你们不要把它当成一种无所谓的，反正我

受了洗了，我一定可以上天堂了。我要是能够礼拜天都去教会，那我就不错了，

我就是比一般基督徒，都很好了。我告诉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如果是这样想

法，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连得救，有没有得救都还是问题。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你怎么知道呢，那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新

的生命。所谓重生，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如果有一个新的生命，你的生活、

为人会有一个新的样子，也就是说你跟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叫做重生得救。因为

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既然新的生命就有了新生的样式。《圣经》说，甚至一举

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连你穿衣服、讲话都不一样了。我看到有的人没有信主以

前没，有重生得救以前上跳舞场，还有说话也是信口开河，什么话都说。他说我

现在讲的，是我认识的一位老牧师。他说他信了主以后，重生得救以后，他说那

个舞场他就不能再去了，而且他说话也不能随便向从前说脏话，说一些骂人的话，

他不能说了，这就是重生得救的一个现象。这是最初步的一个现象。这个就证明

说，他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那个新的生命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应该是这样。不要把信仰当做一种无所谓的，可

有可无的。哦！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自己的话你的得失，那是一

个永生得失的问题，你得着的是永生，失去的可能也是永生。所谓永生就是永远

的生命，神的那个永远的生命。而耶稣祂来。祂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要记得他不是说，我来了是叫人上教堂；我来了，是叫人听道；我来

了就是叫人受洗就够了，没有！祂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网校上课，你到我们网校来上课就是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做生

命，是得着耶稣作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说与主连结，并且还要与主有更深的连

结。因为祂就是生命，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祂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你要与主联结的深、更多，你得着的就更丰富。这个是主耶稣，

祂来的主要的目的。 

今天早上我起来想到一首诗歌我们在聚会中也是常常唱的。这首诗歌就叫做

《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我现在把它念一念，就是耶稣讲的这句话，

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就把第一节或者第二节读给你们听：“是

否信靠耶稣，度此生不渝，是否视如珍珠，”把信耶稣、得着主当做是一种珍宝、

珍珠。“藏心怀不离。藏心怀不离。即是祂的门徒，支取他应许。祂必将圣灵更

丰盛，赐给我们。”祂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怎么得的生命？乃是得着他的生

命之灵，祂的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讲到，圣灵有时候也

翻作生命之灵。所以祂要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既是他的门徒支取他的应许。必

将圣灵更丰盛的赐给我们。祂必将圣灵更丰盛的赐给我们。这是第一节的那个话。

赞美主！我们既是他的门徒，就支取他的应许，怎么支取呢？用信心来支取。因

为神给我们圣灵，祂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物质，是可以来的支取的，支取他

的应许。祂必将圣灵更丰盛的赐给我们。你们有没有这样常常更多的要主？更多

的圣灵赐给我，更丰富的生命赐给我。有没有这样要？哦！这是主的应许，得的

更丰盛。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再来把那个第二节打出来看一看，第二节说：“恩慈何等广大，将

圣名颂扬。我们要歌颂，颂扬他的名。荣美何其丰盛，自高天显降。”这个荣美



就是耶稣，荣美的耶稣，或者说耶稣所活出来的就是神的荣美。大卫他说，在神

的殿中。一生一世愿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自高天显降，众圣坐祂脚前，

真道来喂养。赞美主。宝血救赎，圣灵印记享荣光。”今天我们就是坐在祂的脚

前。好还有要记得，祂用灵、用话来教导我们，就是祂亲自教导我们。因为祂就

是灵，祂就是太初就有的道。祂是真道。太初有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

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耶稣教导我们，要记得是在祂

的灵里面，是在祂的道里面。而祂跟我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赞美主！ 

第三节，再来看一看第三节说：“听啊，祂正召唤。听啊，祂现在正在呼召

我们，要我们来相信，并且领受。一切原是属于祂，向祂献所有，”把我们所有

的也献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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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耶稣胸怀，祂笑脸悦纳。”哦，感谢主！“今日来得圣灵全备的祝福，”这就

是耶稣所说的要得的更丰盛。你看，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来亲近祂，靠近祂

的胸怀，这里说祂笑脸悦纳。我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耶稣两个手就伸出来，

他愿意来拥抱我们，只要我们来靠近祂。赞美主！就在这个时候，就在然后副歌，

副歌说：“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祂来，要叫人得着丰盛生命；得的更丰盛，

得的更丰盛，今日来得祂所预备的丰盛”阿们！丰盛的圣灵、丰盛的话语，就是

那丰盛的生命。赞美主！     

     唱诗:《得的更丰盛》 



    主啊！你祝福今天的课程，你的话语，你的灵，主啊，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

说，让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啊！赐给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心，来

支取你所应许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祷告阿门！ 

    请我们翻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讲过了八福，然后也讲了，怎么

样的要成为盐和光，对不对？然后也讲到了这个律法，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

成全律法。所以从那个时候，也可以说从 17节，一直到第七章的最后，主耶稣

现身说法，祂所讲的这个律法，有人说是天国的律例，有人也说是天国子民的一

个特征。那我也讲了，这是耶稣讲得是内在生活。其实最重要的，也可以说，今

天早上安静的时候我所等候的，耶稣就是讲到祂自己，是生命，或者是这样说，

《罗马书》第十章第 4节那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而基督就是道路真理

和生命，祂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当祂说，祂来不是要废掉

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甚至一点一划都要成全，祂乃是说到，祂这个生命就是

律法的总结，祂的生命也可以说是律法的一个表达，律法所说出来的就是祂生命

的内容。 

主耶稣在这里哈，祂讲到爱仇敌，我今天就是说，不可以起誓，这些祂不是

单单的说，把这个律法告诉我们叫我们来遵守，我想主当然知道，你我也都知道，

我们做不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这个登山宝训许多的人都说，我们做

不到，而耶稣祂不是要我们来做，祂是要我们来活。活什么呢？不是从我，不是

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乃是领受了他的生命，将他的生命活出来，律法就成

全了，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来就是要成全律法，”乃是这个意思。耶稣所讲



的这些都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流露，或者说是他自己生命的那个荣美，或者他的

生命的内容、品德，才就表现在这些事情上。比喻第五章，我们已经讲过的；他

说人如果见了妇女就动淫念的，他的心里就犯了奸淫。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不但没

有犯罪，他根本不知罪，主耶稣祂来，祂没有这种坏的念头。当祂活在我们里面

的时候，要记得我们也很自然的那个坏的念头就没有，如果有的话，祂立刻就告

诉我们，你不该这么想法。这个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有的一个特性，不

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我们不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犯罪，不知不觉的犯罪！不知不觉的犯罪！最多的地方就

是：第一就是思想，第二是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尤其是好说话，随便说话的，

我们不知不觉的。《圣经》里面不少的地方讲到，我们这个舌头是个犯罪的舌头，

这个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好多时候我们在舌头上犯了罪。所以《圣经》教导

我们就是要寡言，就是少说话，这是一种智慧。《圣经》说就是愚昧的人，（虽

然）不够聪明，但是他能够少说话，这也算是他的聪明，他的智慧，你看《圣经》

的教导。 

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有这样一个领受，哦，主啊，你来成全律法，不是你做

到，乃是你活出来了，你就是那个律法的表明，或者你是律法的一个体现。律法

在你的一生之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成为活的，不是字句了。所以我们读这些的

时候，不要把它当成是律法，你如果这样想，你就做不到，你既然做不到，你就

不想听了，因为这个好像跟你无关了，哦，不！耶稣所讲的就是祂要成为我们的

生命，因为祂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许多的基督徒所



忽略的，这是他们信了主，他们不知道，他们可以过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好，

就是人间做不到的好，他会越来越能够做到，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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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传统的教导、传统的神学、传统的教会的教导，只是要我们做，要我们

做。而且有一个传统的观念，就是说信教是好事，一般人都认为新教是好事。因

为宗教是教人为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观念。可是我们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当我

们读这个《马太福音》5、6、7章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就知道我们做不到啊。谁

能够做到爱他的仇敌？所以那个宗教是劝人为善，这是也许是对的。但是他不能

够叫人能行出善来。那行出善来只有主祂的生命，因为耶稣说：人没有良善，只

有一位，神就是良善。只有衪来了，我们才有良善。保罗也说在我的肉体里面我

没有良善，但是基督进来我就有了，我就有。不但是有善，什么都有了。 

    我们读《马太福音》5、6、7章要记得，一定要跟主连接。如果没有跟主连

结，不知道主就活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会把衪当做是一个律

法、是教训来读来领受，有的地方我们就做不到了，也许我们比较诚实的话。我

们就会很忠心，很诚心的去遵行，但是当我们要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正于所

保罗说的，我要做的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个时候

也知道我们做不到，其实神早知道我能做不到。所以祂才差遣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作我们的生命，来作我们的良善、圣洁、公义、智慧和能力。这就是我们信主

的意义是在这里，不是信教，不是修炼要能够做好。不！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领

受祂的道，领受祂的圣灵，让祂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得着祂的道，就当做食物

这样吃下去，就这样。而且当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见



证，怎么不一样？生命的交流，然后鼓励他。他们也这样的来吃，他们也这样改

变了。那就是信耶稣，这就是天国近了的意思。 

    哦，我们对《圣经》的领会，也需要脱离那个传统的观念，还有我们传统所

的领受。我们要单单纯纯地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就是我们常常所强调的，与

圣经连结，与圣灵连结，然后与主连接。与主连接的话，我们就在天国里，因为

天国的内容、实际就是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接着看到的就是讲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论到这个起誓的问题？

发誓的问题？还有耶稣讲到爱仇敌，那我们先把这个起誓这一段一起来读一读。

把《圣经》打开，翻倒《马太福音》第五章 33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这是摩西吩咐的律法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样向主谨守。”因为这个起誓是

在神面前的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隆重、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是在神面前，

所以这里就是说也要向主谨守。你发的誓是在神面前发誓，你最主要是向神负责，

你可以向人背誓，起的誓你可以不做，但是你没有办法背负神，所以要向主谨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

指着地起誓，是因为地是衪的脚”你看到没？就是起誓是跟这个掌管天地的主、

创造天地的主，是在祂的面前一个起誓、一个宣誓，要向祂负责的。“也不可指

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也就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

就是神的圣殿。犹太人所相信的，在旧约的时代里神是在圣殿里面，在圣所里面。

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京城，他们的首都，神的圣殿都是建造在耶路撒冷，也就是说

神所在的地方。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

能够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



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耶稣教导这个起誓，最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就着神

来说，因为你不是凭空去说，你都是我在天老爷面前。 

或者像今天在美国许多做官的政府的官员，他上任以后他要宣誓的，而且美

国的传统就是用一本《圣经》，宣誓的人就把手放在《圣经》上，为什么呢？因

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经典、神的约。所以我是凭着神的话在这里来宣誓，但

是这个宣誓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他如果宣誓没有做到的话，他要在神面前他要

负责的。这个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就是他会受神的审判。你起了誓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呢？你就会受神审判。《雅各书》第五章 12 节“我的弟兄们，

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他把这件事情说的那么重要，因为这是得罪神的，这是

向神负责的。”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

着地起誓，无论何誓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

落在审判之下。“ 

主耶稣祂同样的一句话，当然雅各也是从主那里所领受的。主耶稣就是说你

们的话，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雅各在这里告

诉我们，不要起誓，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起了誓

没有这样子去照着起誓去做，那我们是撒谎、是说谎。主耶稣告诉我们，多说就

是从那恶者而来，讲到说谎的时候，主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 

40-50 李军 

主耶稣告诉我们，多说就是从那恶者而来。 

讲到说谎的时候，主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主耶稣讲到魔鬼所



做的两件事，从起初，第一是杀人；第二是说谎。所以祂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

父”，意思是说，所有的谎言、所有的虚假、不诚实的话都是从那恶者而来。而

雅各告诉我们，不但是从那恶者而来，而且要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的话，耶稣

在这里就是教导我们，简单说来就是要真实、要实在。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

说不是，不需要来起誓、来一定要叫人来相信你说是真的，神都知道。 

我们这个人天生的就是一个虚假的人。所谓的法利赛人，要知道不是当初

耶稣在世上时候才有那些法利赛人。那今天我们的里面都有法利赛人的成分，或

多、或少，那就是那个虚假、那个假冒伪善。也许在基督徒当中还能比较多一点。

世界的人他的作假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式，可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是不小心的话，那

么我们是假冒伪善，我们的好也许都是虚假的，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自私的，都

是暂时的，都是会变的。那唯有神在我们的里面祂是永远不变的，祂的好、祂的

良善、祂的圣洁、祂的爱、祂的能力永远不会改变，而且是永远是“是的”。所以

保罗说，神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没有模凌两可的，没

有！神的话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参《林后》1:20）哦，只是我们的信得不

够，信的不足，我们只是信的一部分。我们信的越多，我们就越有福气，就越知

道神的话都是真实的。尤其像我现在活得那么大年纪了，八十几岁，我就越过越

觉得神的话是实在的。当我们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的真实和宝

贵。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实在，你多说了，耶稣说，是出

于那恶着，而且要受神的审判。因为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常常说：“哦，我

起誓，我向天老爷起誓。”你不需要，你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弟兄姐妹所说的话，主耶稣给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就是：

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就能够见证这个是真实的，凭着两三个人的口。 



前两个礼拜就在美国大法官提名人—— Kavanaugh,他在听证会上的时候，

有人作证的时候就指控他犯了这个错、犯的那个错，那么有一位的女士，住在美

国的人都知道，那天好多人在电视上看到，说他们在高中的时候，他曾经企图要

强奸她。她说的话也有很多人相信了，但是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去调查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她所讲的是真的，所以，没有一个，虽然她也指出来当时在

场的有两个人、三个人，那些人都说没有在场，都没有这回事。所以主耶稣说：

如果你要是指出某某弟兄和姊妹，她有什么错啊、有什么问题的话，要凭两三个

人的口，不能听一面之词。 

我从前没有全职侍奉主之前，我是当过很多年的记者、编辑。我出去采访

新闻，我们当时所学的就是要客观，不能够只听一面之词。后来我发现我在牧会

的时候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你不能听一面之词。比如我从前出去采访遇到有争执

的话，我是两方面都要去采访，都要问一个清楚，同时我还要去找第三者，客观

的人、他们比较熟悉的人我再去问他们，然后我才写我的报告。我不知道，那时

候，耶稣的教导的原则也就是这样，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所以我们说话要非常的

小心，我觉得主要讲到这个启示，主要就是教导我们说话要实在，是就是，是不

是就不是。 

《圣经》关于语言方面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教导。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

寡言是一种智慧。因为《圣经》教导说，神在天上，我们不要心急发言，不要多

说话，因为神在天上。（参《传》5:2）换句话，神在听，神在查看，我们是一

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一定是一个不敢随便说话的人。 

而且这个《雅各书》，我们应该要常常看，因为非常实际。雅各不大讲、



很少讲道理，他总是讲一些非常实在的、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如他的《雅

各书》第一章最后的时候，他就讲到，你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很虔诚？或

者用我们的话来说，一个人是不是很属灵？你怎么看出来？他说就是看他的话语。

他这里说，《雅各书》第一章 26节，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

舌头，反是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的这个虔诚是假的。”他就是告诉我们。所以

一个人是不是虔诚，是不是真的属灵，他的话语多少都有关系。 

然后第三章里头他就讲到，第二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在话语上都

有过失。假如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口像大卫，他常常为这个祷告，他说，耶和华

你要勒住我的舌头，耶和华你要炼净我的嘴，免得我用嘴唇犯罪得罪你。这是大

卫在神面前常有的祷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来做祷告。 

在《雅各书》第三章里面，他讲到这个“舌头”，他有两句话，我觉得在这里

值得学一下，比如第 5节他说：“舌头在百体里面也是最小的，却是能够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0:50-0:60钟洲 

第 6节：“舌头这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没有想到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

地狱里点着的。” （《雅各书》第三章 6节）你看这个舌头的犯罪，那是从恶者

而来，从地狱里面。我想我就读那么两句，下面你们自己可以花时间下去读。 



所以主说，不可以犯罪，不可以起誓。雅各是说，什么誓都不要起，你们的

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生命，这个不是说律法我们就可以做到，

你知道都不容易，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尤其在商场上的弟兄和姐妹。有时

候我想到，真的很不容易。你要是说实话，别人都在欺骗你，你说实话，你要做

生意就赚不到钱。怎么办呢？我们仰望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主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的力据要记得是在于与主的连结。我们与主连结，我们就有智慧了，就有聪

明了。 

因为这个说话是一种智慧。世人说是一种艺术，我们说是一种智慧，神所给

我们的智慧。真的！有时候，比如我们说话，什么时候该说？该说多少？在什么

气氛之下来说？或者说，什么话不该说？尤其是那个时候和地点，那个场合，都

不对的！我们就这样去说。这是一种智慧，这个需要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还有

的话不说比说好！你不说不是撒谎，要记得，不说比说好。有的是需要说出来，

但是如果说得太多也不好，说得不够也不好。所以真是需要神赐给我们有这个智

慧。所以耶稣所讲到的这个启示，这一段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 

接下去 38 节一直到 48 节，这是第五章，我们可以说要结束了，我就是很

简单的提一提，我们把它一起来读一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这个是旧约，耶稣说的这些古人吩咐多半都是记载在，比如《出埃及记》2

0 章十条诫命下面就比较细讲神的律例典章，还有《申命记》22 章，《利未记》

20 章，19章，都有很多律法—该怎样做,怎样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其中

的一句话。39 节：“只是我告诉你们：祂来要做我们的生命。”“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一个基督徒他能够不跟那些恶人—就是跟他作对的人，跟他



不好的，他要去报复，要跟他去作对，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这样不作对，那是一

个生命的问题，他不是有了这个教导他就能做到。天然的人就是要报复，你怎么

对待我，我就要怎么对待你，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耶稣来了不一样！祂的生命没

有，就是爱！ 

我们读下去就知道，祂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

个意思不是真的是把脸—打你右脸就转过左脸来，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祂被带到大祭司跟前受审问的时候，大祭司有一个仆人曾经打了祂一个耳光，主

耶稣没有还手，主也没有说把另外一面让他打，就是说，我说的话如果对，如果

对，就是对。如果错了，你可以改正我，你为什么要打我呢？用手掌打我呢？用

手掌打，人有时候这样打人的脸，是最没有面子的，或者说是一种羞辱。主耶稣

在这里教导的就是，当我们被人羞辱的时候，或者被人误解，羞辱，叫我们失去

面子的时候，不要紧，你要准备好，如果再有的话，你也没有关系，你说在神面

前，在人面前受羞辱，为了耶稣的缘故，乃是在神面前是神所悦纳的。你看主耶

稣他在人的面前受了多少的羞辱。你有空的时候，你把耶稣—福音书，特别是《马

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最后耶稣被捉拿起来，他们在羞辱耶稣的时候，

吐唾沫在祂脸上，用手打祂的脸，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没有一个人受羞辱像我

们的主耶稣那样受羞辱！ 

祂之所以那样，因为祂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祂的生命的荣美就是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讲的是，祂要来作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做到，受了一次的羞辱，

还可以忍受第二次的羞辱。“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是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要拿你的外衣，你的里衣也让



他拿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但是不要去打官司。这里告你

就是告到法院去，宁可让步，宁可和解，而不要告到法官那里，然后就坐监。 

这也是主的性情，你看主耶稣那样地被羞辱，那样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祂不

但没有去告那些人，祂反而替那些人求赦免，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

的他们不知道。”这是祂的生命！耶稣来，祂就是一个爱的体现。什么是爱？什

么是神的爱？完全地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祂的言行、祂的一举一动，甚至于

最后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祂的爱，那是最高度的一个表达、一个流露！“父

啊，”——祂那个身体那样的疼痛，被钉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祂还是说：“父啊，

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耶稣那个爱啊，那个心啊！多么疼这

些人！祂唯恐神要审判他们！你知道吗？神不是不能做，马上就用闪电，或者用

什么方式就把那些钉祂的人给杀死了。但是主耶稣就是爱他们，祂是爱。 

然后祂说了：“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1：00-1:10 志云 

你就陪他走二里路，”就是让步。让！一再地让步！不是一次的，乃是一而再再

而三的让步。“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如果有钱，如

果这个人他真是有需要，是贫穷，或是失误。他不是借钱去赌博喝酒，这个不要

借给他，我是这样的觉得。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要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

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当别人

逼迫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我觉得我们就是

要为这些受逼迫的人祷告，多多地为他们祷告。也为那些逼迫人的人祷告，求神



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他们所逼迫的基督徒都是一些良善的公民，奉公守

法爱国爱民的才基督徒，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 

    第 45节“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

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

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所讲的总

的来讲就是爱，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一生的总结就是爱，基督所活出来的

就是爱，祂的教训就是爱。祂不是叫人去守律法，祂知道人做不到。祂只是给人

有一个标准，让人渐渐能够看到祂就是那些标准。你如果接受祂做你的生命，你

得到祂更多，你那个标准——《圣经》里面的标准你今天都能够达到了。这就是

主耶稣登山宝训最主要的。 

今天早晨我特别感受、特别的领受就是说，我们不是要领受一些道理、一些

律法，我们也不能够守住律法，行出所有的道。我们所领受的所信的，乃是领受

从天上来的生命，就是太初就有的永生之道---生命之道。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的时候，这个律法渐渐的就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就说，随从圣灵而行的，

你们如果在各样的事上跟从圣灵就不在律法之下。另外一句说，如果神的灵在你

的里面能够作主掌权，那你这个人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这是我们常说的跟随

圣灵，受圣灵的管治，要领受恩膏的教训。当我们这样顺着这样恩膏活在地上的

时候，我们不需要律法，那律法自然在我们里面就成全了。 

我也曾经给你们读过《希伯来书》第八章，神说：在新约的时候，祂跟我们

所立的新约，乃是祂把祂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那就是指着耶稣

来，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祂来，祂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



不是写在石板上。 

   今天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与主有更多的联结，多花时间安静等候祂，多多地让

圣灵带我们进入祂的话语，然后我们的生命很自然的就会越来越丰富。要记得，

主来不是要我们守律法行律法，我们做不到，主来，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当我们的生命得的更丰盛的时候，这律法就能够更多的成全在我们的身

上，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风莲牧师，郭牧师，赖牧师她们三位牧师，她们都有学

习。我就觉得请她们也有一点分享，或是带领弟兄姐妹怎么样更实际地进入这些

话语，这些生命之道的里面。好吧，感谢主。风莲牧师你先开始。 

   (凤莲牧师的分享) ：今天通过牧师的分享，我更深的明白《马太福音》里面

所说的【论爱仇敌】。第 45节说“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第 48节说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就是今天我所学习领受的。就

是说我们就是要像耶稣的爱那样，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个爱。但是耶稣

已经来了，祂就是爱，祂的生命就是爱，爱在祂的生命里头。所以如果我们真的

要像《马太福音》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爱不要求回报。爱的体现就是要

和解，要让步。人家有求你，你要帮助他。如果没有爱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

今天深深的感受到：更深的需要主耶稣，我们里面有更多的耶稣，我们才能够得

到这个爱。所以我们就更明白耶稣所说的：“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主已经给我们一条路了，就是通过我们尽心尽性尽

意的来爱祂，跟祂连上，用我们的爱来跟祂连上，用我们的心跟祂连上。这样，

我们才能够从祂的生命里面支取祂的生命，越来越多的那种等候、连结，我们的

生命才能够得到更多主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爱。我分享就到这里。 



  （郭牧师的分享） 我来讲一个见证，刚才在听的时候，一直有一个主要的一

条线就是说：主耶稣来，不是要我们去遵守律法，而是要我们借着祂们的生命把

律法活出来。特别是爱仇敌。我想我们假如是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根本是不可

能的。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心里小则不舒服，大则是很讨厌，很恨的。虽然我

信主很久，但是说前几十年前还没有进入内在生活，也没有想到怎样让主活出来。

我在 80 年代初，那时候我还在医学院，在一个教研组里面当老师。在这个教研

组里面，我们那个教研组的组长对我很不公平， 

1:10~1:20  爱玲 

反正对我就很不公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没有去巴结她，没有去怎么讨好她，

所以她就特别就是要针对着我，常常就是给我来一个什么突然袭击，好像突然就

是要对我说，啊，你过两天你要讲一个课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事事就对我很

不好那样。哇，我那个时候真是心情非常不好，甚至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一想

到她怎么样，那个时候有没有高血压我都不知道了，反正一想到她，心里就中很、

很、很过不去，巴不得这个人从我面前消失，巴不得她离开或者是我离开，就是

有这种心情。那不要说怎么对她好，话我都都不想跟她讲，真的不想。 

    我们同一个教研室嘛，常常上班就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每个人有一个办公

桌子，但是我一见到她我就是想跑。那后来神让我出国了。出国的第一年，我就

被圣灵充满，然后就逐渐开始过起内在生活了。圣灵就会常常提醒我，提醒我很

多事。后来我也就常常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有一天圣灵就忽然就问我说，假如你

回去你会不会向这个人传福音？那我心里一愣，心里就想说，我过去我连话都不

想跟她说，我怎么会想去跟她传福音呢？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就说，假如你不愿意

向这个人传福音，那你的信仰就是假的。哦，我心里忽然就觉得说，是啊，那《圣



经》讲的那些话我不是都不可能遵守吗？我这个信就是假的。可以就是说我里面

根本没有这个圣灵，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俯伏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说靠着我真的

做不来？除非你来帮助我，你把你自的生命给我，让我真的能够爱她，你把你的

爱给我。”那这样祷告了几天，后来主就真的把祂的爱给我，就让我看到说这个

人有多可怜，假如是她不信耶稣，有一天，她真的去世了她下地狱，我有一份责

任，因为圣灵已经这样提醒我了，我还不愿意去把福音传给她，她下地狱，我有

一个责任，那我就很害怕，所以我就靠着主的力量，我就写一封信给她。不仅是

跟她和好，好像很关心她这样。哇，过几天她高兴的不得了，不是过几天，那起

码过一两个礼拜了，她马上就回一封信，就跟我讲很多好话，就是说:“其实呢，

她心里是非常非常尊敬我，怎么样，”那我心里也就很高兴啊，就像是这个结就

完全解了，而且心里也确实觉得说我回去可以很自然的就跟她传福音。但是虽然

跟她传福音的机会好像是没有了，那个时候写信是不方便的，一定要当面传，这

个传福是没有了。因为怎么样呢，大概过了几个月我还没有回去，这个人就忽然

患了一个怪病就去世了。哇，那我们同一个小组的人打电话就告诉我说这个人去

世，她以为我听到会很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她很欺负我，她当时在的时候她

很欺负我。但是我听到消息之后就有两个感觉，一个就是很可惜，因为我没有机

会向她传福音了。另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说，我也为自己很庆幸，当时圣灵提醒我

要饶恕她、要爱她。我顺服了圣灵的提醒，而且向主祷告，求祂把那个爱给我。

我是真的是当时是很自然的，不是虚假的，也不是勉强的，是很自然的可以写那

封信给她跟她和好，而且关心她那样。那么我这一方面该做的我做了，不会说等

到她去世之后我失去这个机会了。我顺服了神了，所以在神面前我是已经有爱仇

敌了。所以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跟大家说，靠着我们自己真的是不可能，我亲身经



历到。要叫我们爱一个仇敌是没有办法的。但是靠着主，祂真的是会提醒我们，

当我们没有爱仇敌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而且我们靠着祂，我们就可以真的

很自然的做出来，很自然的去爱一个仇敌。好，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赖牧师的分享：那我来接着郭牧师分享，跟郭牧师很像。如果没有耶稣的生

命，我们无法爱不可爱的人。都发现人的爱有其界限，甚至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是

人的爱跨越不过的。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周牧师讲到四十六节的时

候，讲到四十五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

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就想起我以前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有

一年我班上来了一个，大家都叫他柱大哥。我想你听到这个称呼，你就知道他是

哪一级的人物了。他真是看了呢，他走在走廊上，女同学就会闪到一边去。那我

正好是他的导师，他常常来请假的时候，穿得西装笔挺，鞠躬哈腰，但是我心里

都很害怕，我不知道他口袋里头有没有藏着一个一把刀啊或是一把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就已经先起了防备的心了。然后我很留意他的言行举止，我发觉他应该不

是一个正派的人。所以每天晚上我去学校我的内心都非常挣扎。我知道一个老师

可以对学生贴标签呢是完全不对的，但是我一看到他呢，我那个防卫的心就起来

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心里饥渴的不得了，就在家里读《圣经》。我拿起

《马太福音》呢，我在等人家来带我信耶稣，都没有人带我。后来我等不及了，

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一本《马太福音》。也不知道从哪里读起，就打开来，从

第一章第一个日读起竟然是《马太福音》，后来我读到第五章，就是四十五节的

话，我一读到：“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就发

现我错了，因为，我给这个柱大哥呢贴了一个不好的标签，那我内心很挣扎。可

是我读《圣经》的话我知道我错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认罪悔改，那我内



心的压力就剥落了，我就可以睡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是靠着读《圣经》

才能够睡觉。读《圣经》像吃安眠药一样。那这位柱大哥呢，后来他被神使用来

是把我逼到主耶稣面前，因着我每天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学生呢，我的心就柔软了。

我接受耶稣以后，我发现了，我就不一样了，我就不再怕这位柱大哥了。他来跟

我请假或者有事谈的时候，我开始可以跟他‘勾肩搭背’，像朋友一样，跟他说长

到短，我内心的那种防御心呢也就不知不觉消失了  

1:20-1:30 正春                 

而在我跟这位朱大哥之间就建立起一个很友善的关系。我也不再因为内心的挣扎

而失眠。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我们人的爱非常的有限，我里面没有、完全没有力量

去爱这样一位大哥级的人物。但是靠着耶稣，我信主以后，主耶稣就带我跨过那

个鸿沟。我后来好像跟他成了像朋友那样的关系。而这位朱大哥因着老师对他态

度的转变，整个人神情转变得很快。他脸上以前让人看了不敢接近他的——带着

一个凶神恶煞的形象很快的就转变了。 他渐渐的很快的恢复到一个二十几岁的

年轻人该有的一个很可爱的生命，甚至他还会跟我开玩笑。 

    这件事情呢让我深深的看到：我们的爱极其有限，而只有主耶稣的爱进来的

时候，他会带领我们跨越自己爱的极限，而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那接着我就想到风莲牧师讲的，信耶稣以后我自然而然的等候神，那明白了这个

道理。因为每天等候神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上。实在我要诚实的说：“在我

里面没有爱，在我天然人的里面没有爱。唯有靠着等候神，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

里面。他给我们能够爱人的力量，扩展、一点一点的生长我们能爱的范围。这样

我们还是在一个很有限的限度里面，但主耶稣给我们开了这条盼望的道路。 

    今天这一阵子通过周牧师讲《马太福音》，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依靠圣灵来成



全律法。唯有这一条路——依靠圣灵，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活出基督的爱。靠

着每天的等候神，所以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在这里要鼓励你，你要天天来等

候神，天天来领受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依靠圣灵来成全基督《圣经》上

所有的教导，成全律法。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谢谢周牧师所带下的这些开启和

教导。哈利路亚！ 

    主啊，我想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何等的

有限，甚至常常让我们（并）把我们带进看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主啊，谢谢你

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也带我们跨越我的极限和那爱的鸿沟。主啊！求你把一个更

深的看到自己无能为力，那而切慕你的心境更多的加给我们。主啊！愿你恳求你

吸引我们，日日来等候你，每天在你的爱里得着满足的喜乐。以至于我们爱人没

有虚假，以至于我们面对有些情境好像让我心里有做难的时候，主啊！我可以不

需要做善意的撒慌，靠着你的智慧，你知道怎样带领我们掠过。主耶稣谢谢你！

成为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真理、我们荣耀的盼望。主！谢谢你，这

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