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第四堂 	

周日 2018.09.30 
我真快乐，因为耶稣爱我！哈哈哈……没想到耶稣爱我，我就很快乐！哈利路亚！	

（唱诗）《我快乐》（敬拜赞美 2分 38秒）	

赞美主！哈利路亚，要常常喜乐！保罗说:＂我再说，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那
个英文的翻译是 always，要一直都很喜乐。赞美主！	

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忧伤的灵，这个忧伤不是单单悲哀，就是你

不高兴、你不快乐、你埋怨、你生气、你不满意这个、你不满意那个、甚至于你有时候自

怜、自己同情自己。觉得哦哟我是孤儿，没人管我、没人爱我，这样的灵使骨枯干，就是

伤害人的身体、灵魂体到了极点。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两个喜乐跟这个忧伤或者是忧虑，那个结果是一个天地之别。一个

就是良药。健康比吃什么补品、什么药都还好。一个就是伤害我们自己的灵魂体。骨头枯

干那是没有了皮肉，当然就没有了啦，还要骨头枯干。人的骨头不容易枯干的，你知道吗？

有时候人在火灾里头被烧了，骨头不会这样烧坏。但是那个忧伤的灵，你要记得叫你忧伤、

垂头丧气，就是觉得绝望了、难过了，所有那些负面的那些思想、那个意念、那个感觉都

是伤害我们的灵魂体的，所以要切切的要避免。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所有那些负面的思

想、意念、还有负面的话都要拒绝，一概拒绝！能够不听，最好不接受！更重要就是我们

不要讲那个泄气的话、负面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常常的喜乐，赞美主耶稣！	

我今天没有上线以前我就特别想到一首诗歌，这个是副歌。我就想到耶稣太好了，真

的是有耶稣太好了。有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可以说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你认识了耶稣，你

也真的得着了祂，不是你把祂当作历史上的人物，乃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神的儿子

又真又活的住在我们里面，天天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新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充满了

内容。越过知识越丰富，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的日子要过得越过越好。这个好不是

说像世人所想的有钱啦、钱多些啦、吃的穿的就好一点啦，我说的这个好是心中的喜乐，

不在乎外面的环境好坏；也就是在于主的同在、主的显现；在于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到这首的诗歌，今天的诗歌。有的也许你们在线上的人会知道《祢是千万人中之

第一人》讲到耶稣：＂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祢为千万人中之

第一人。＂这是一个祷告，当他对主的认识多一点，耶稣那么宝贵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

说出来＂哦，祢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么的爱、这么的谦卑和温柔、

这么的顺服也是这么的圣洁和公义，没有一个人像祂，所以这个写诗的人他就祷告说:＂哦，
求祢开我的眼。＂要认识耶稣实在是需要主来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哦求祢开我眼并夺

我心，＂我们的心都是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想到自己这样、那

样；或者是想要得着这世界这样东西、那样东西。第二接下去就是摔碎众偶像，我们不知

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所谓偶像就是你所追求的、你所宝贵的、你所崇拜的、你所

认为是最有价值的都是偶像。就在耶稣以外，	



10:00-20:00（已核对） 	

不管是人是物你觉得还要追求的、还有价值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是我们的偶像。

有的时候我们的偶像不在外面，是在我们自己里面。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偶像，非

常在乎自己、保护自己、欣赏，有的时候还要欣赏自己。赞美主！可是主耶稣说，我们如

果在祂的光中、在圣灵的光中看到自己的败坏，来恨恶自己的时候，噢这是一件好事。耶

稣说这是一件好事。你这样你就可以保全生命。	

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这是一首副歌。这首诗歌一共有七节，很长，我们

没有那个时间都去唱它。第一节它是说：你的灵岂非与祂会过——就是说你的心灵有没有
看见过祂；你的心曾否被祂所夺——主如果没有得着我们的心，就没有得着我们，我们也
没有得着祂。我们如果认识祂，我们的眼睛会被祂开启，知道祂宝贵，我们很自然就会把

我们的心归向祂，祂得着我们的心才算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如果完全归给主、被祂

来占有，那我们就是得着了主。那么得着了主在程度上也有差别的——有的人得的比较多，
有的人得的比较少。但是你得着主多和少是跟你的心归向主多少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的

心归向主越多，你得到祂就会越多。你的心被祂所占有的有多少，你就是得着主有多少。

这个道理你应该很清楚。	

我非常的喜欢这首诗歌＂你是否认祂为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欢喜拣选那上好的福分，＂

像玛利亚一样。副歌＂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睛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

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第一人。＂	

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因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很轻易摔碎的。只

有主祂开我们的眼睛，多看到祂一点、看到祂的宝贵，然后我们才会一一的把我们心中的

偶像给除去。我就唱这个副歌吧。	

（唱诗）祢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祢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

祢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第一节也许你唱一唱吧。	

（唱诗）你的灵岂非已见祂过？你的心曾否被祂所夺？是否认祂为人中第一人，欢喜

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

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	

对主的爱我们爱他多少，祂就会向我们显现多少。我上周好像说过诗篇 18篇的里面
三节的话，就是说到神祂对待我们是根据我们对待祂的那个态度。我们要，祂就给；我们

认真，祂就认真；我们弯曲，祂就用怪癖的方法对待我们；我们无所谓，祂也无所谓。	

所以我相信神兴起我们这个网校因为祂爱我们，祂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地方需要被祂来

改正、许多的心态需要被祂来调整、许多那些无所谓的大意的地方祂要来提醒我们，因为

祂要把那个上好的福分、也就是永远的福分赐给我们，而这个福分是在祂里面的。像大卫

说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可是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有个聪明，有的时候我们就

是想不通，那个脑子就转不过来。对祂的事情、对祂的爱、祂给我们的上好的福分好像不

注意，也不太重视，反而注意那些世界上的这些虚无缥缈的，就是那些即使好的也是短暂

的，这个转眼就会成空的。可是我们就是不开窍，所以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怜悯我。我

们需要常常的这样的祷告：＂哦，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夺我的心，夺去我那个刚硬的

心、愚昧无知的心！主，开我的眼睛，把祢那个属灵的眼光，把你那个属天的价值观赏赐

给我！主啊，你要在我的身上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要记得我们来网校上课实在是我们来建立跟神的关系、或者是培养我们跟神的

关系。也许有的人我们信主很多年了，跟神根本没有建立一个关系，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只是一些外在的、宗教的那些形式，连读经祷告很多时候都是变成了形式。所以你来上这

个网校，你如果认真、神就会对你认真；	

00:20-00:30（已核对） 	

如果你无所谓，我告诉你"你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我们这个网校不是一般的学校、不是一般的网络的课程或者是……我们这个网校实在
是神吸引我们来到祂的面前。不管你知道不知道，那是神来吸引你来，你的报名、别人介

绍或者你听了一些录音、看了一些书，你就想来，都是神在吸引你，就把你吸引来，然后

上了网校。神就借着人来向你说话。神向我们说话祂是多方面的，借着圣经、借着人、借

着环境、借着天气、有时候祂也借着动物来向我们说话。无论是死、活的，有的时候神就

会借着这些人、事、物来向我们说话。可是我们也得会听，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一个能听

的耳朵。如果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就活了。因为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

见了就活了。＂他说的死人不是埋在坟墓里面的，他说的死人就是灵性麻木了、灵性迟钝

没有感觉、对神的事情没有一点感觉，他说的是这个。但是如果这样的人能够留心听神的

话、听耶稣所讲的话。留心听、听见了，他就会舒醒过来，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活过来另

外的一个意思就是他灵命更新了、他复兴了、他重新得力了、他又有盼望了，他又要想好

好的来追求、来过内在生活，这样就是活了！噢，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有注意到我们这个每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到我们的网络上今天上线的有

多少点，我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是一个一心追求主的人，你到时候你就会来。你来不是

光光听一些课、一些讲道，你实在是来要得着主、要遇见主、要跟祂面对面的，好像面对

面的能够见到祂。	

在那个时刻第一节说"你的灵曾否与主会过面？"如果你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圣经，
可是你从来没有见过主的面，那你还是在黑暗中。因为主就是光、祂是真光，祂要照亮这

个世界上所有相信祂的人。	

但愿你的心态，你上一次课你的心态就被主调整一次；上一次课你跟主的关系就有进

了一点；上一次课你跟主的连结就越深。你这样来上网校的课那就对了，那就是这个网校

是为你预备的，也是你该来的。要不然那就是白来了、没有得着什么。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 5章。那个周六班我已经讲过了，就是从第 17节，
我记得是周五、周六，特别是昨天 17节一直讲到 26节。这里面就是好像讲到好几个点就
是律法。就是耶稣都是一直在讲律法，因为律法不但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讲到跟人

的关系，那耶稣讲的就是这两方面。	

我们先把 17节到 20节先来读一读，然后就讲下去。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记得，你特别注意这节祂说到我跟律法。律法

是一件事，我又是一件事。律法是对人要求的，是告诉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要不

然就会受到惩罚。律法的意思就是我。耶稣这位生命的主，祂是世人的救主，祂来了，你

要知道又是一回事。所以祂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的律法的要求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但是

耶稣来了祂都做到了。这就是祂说的这个成全的意思。祂这里说到两次＂我来要成全律



法。＂祂说的就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要成全，甚至于祂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

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律法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可以说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神所

说的话，人做不到，但是耶稣来了，祂完全做到。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律法的时候，特别保

罗的书信关于这个律法、还有字句、还有灵，新约时代祂有很多的教导，在罗马书的里面、

在加拉太书的里面。他有很多的教导，那么总的来说有一节经文就是可以把它概括了，那

就是罗马书第 10章第 4节，你要记下这个经文。罗马书第 10章第 4节那里说：＂律法的
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保罗所说的这个律法是包括旧约，从摩西五经一

直到先知书、诗词到先知书，整个可以说全部的旧约可以用律法这一字来取代。可是在诗

篇里面，特别在诗篇 119篇就是大卫写的这一篇很长，讲到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他特
别认识神的话语、他宝贵神的话语，那里面不只是用律法，他会用律例、典章、训诲、诫

命，这些都是指着神祂所说的话，神所吩咐的这一切。所以当主耶稣讲到律法的一点一画

的时候，那就是没有一点遗漏的，那就是耶稣来祂都成全了。而这个成全它不仅是满足律

法所要求的一切，	

00:30-00:40（已核对） 	

而且是超过的。因为祂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祂是一个爱的生命，那是从天上来

的，就是超然的生命。祂是一个爱的生命，祂只讲爱。而这个律法，保罗另外一句话说，

他说：“爱人如己都包括律法里所讲的一切”。主耶稣有一次回答这个法利赛人就讲到这个
诫命，也就是指着旧约圣经神的诫命。以色列人、犹太人问祂：“律法中最重要的是什
么？”主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有两条，第一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把你所有
的感情、尽你所有的力气，你来爱神你的主；他说其次也是相仿、也是重要的，就是要＂

爱人如己。＂而保罗就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耶稣来，祂是爱人、

牺牲自己，就是更高超过旧约的律法，所以祂说“一点一画都要成全”这话一点都不过分，
他来就是“爱人舍己”。旧约的话是说“爱人如己”，他来是要“爱人舍己”。另外一个，祂是
爱仇敌，祂不但牺牲自己，祂要爱那些把祂钉死在十字架的人。所以耶稣来了，这个律法

不但都要成全，而且是超越这个律法。所以我一想到耶稣，我就觉得祂太好了，我没有足

够的言语能够来表达，而且我有了祂、得着了祂，我就是心里面就是想到那么的好、就是

喜乐，我这一生能够认识祂，哦，这是我莫大的幸福。莫大的福分，就是能够得着他。	

那我们再读下去 19节、20节这两节，需要有点解释。19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
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作，他在天国里头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

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头要称为大的。”这个大小不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乃是那
个价值，在神的眼光中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跟祂、跟神的关系，对神的诫命、对神所说

的话，耶稣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对神的话的认识、对神的话
的价值的评估那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已经得救了，在天国里头，可是你不看重神的话。你

如果尊重神，你一定就会尊重神的话；如果你是爱神，你一定爱神所讲的话，对不对？但

是如果你不太尊重神，你自己也不尊重，而且你甚至于也叫别人也不必太注重，有时候你

会听到有一些话“哎呀，你不要那么样的过分”、“不要过分那样认真”、“不要那么过分的属
灵啊”，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虽然是得救了，但是他被称为最小的，就是没有
多少的价值。＂那相反的，有的人如果他宝贵神的诫命，他自己遵行，他也是教训别人也

遵行。刚才我提到大卫他所写的诗篇 119 篇，你看他每一节都是讲到神的话语、祂的典章、
祂的律例、祂的训诲、祂的诫命，他用不同词都说到神的律法，或者神的话。那篇诗歌非

常好，我们如果常常看的话，会帮助我们对神话语的价值会越来越多。大卫他自己不但遵

行，他也叫别人遵行。比如诗篇一开始他说：“昼夜思想神的话，并且又是遵行的，这个



人是有福的，他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他是永远不会枯干的”，他就是教训人这样
的来遵行。那像大卫这样，他在天国里他被称为是最大的，就是最宝贵的，最有价值的，

当然也是神所看重最宝贵的。19节的意思我的领会就是这样。	

然后 20节就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
国。＂那就是简单的说来，简单的说来，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的。你的好如果不胜过

法利赛人文士的好，那你就不能进入天国，换句话说你是在基督之外。你的好、我们的好、

我们的义必须是从耶稣基督得来的。我们的好必须是从耶稣那里来的，若不是的话，即使

法利赛人的义，他们非常注重敬虔、严格的遵行神的诫命律法、祷告、禁食啊，他们都很

重视，甚至于把这个经文要挂在襟上；你要看看我们有时候把经文挂起来在家里，这些都

是很好，但是如果不是从里面来的，我们不能进天国，我们没有办法活在基督基督的里面。

我们只有追求这个内在生活、得着耶稣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身上能够这样显出来，

这个义是天国的义，是在天国里面的，当然是超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	

简单的说来就是我们的好必须从里面出来，或者我们也许这样说法——我们如果有一
点好处，都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常常就是说我这个天然的、堕落、败坏的罪人，如果在我的身上还有什么好的，即

使是一点点的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都是因为祂在我的里面，都是因为祂要从我的身上

要活出来。比如爱人，我们没有爱，我们只有自私，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会变，

今天爱明天就恨了，因为一点事情就变了，但是神的爱永远不变，那是耶稣的爱。所以 20
节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要追求内在、从里面出来的要记得才是真的东西，那才是耶稣基

督的爱。	

那个 21节一直到这个 26节，	

00:40-00:50（已核对） 	

我们把它读一读“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祂又说：‘凡杀人的，难
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祂先讲旧约的律法，因为祂一开始就讲到律法＂祂来不是
废掉律法，祂要来成全。＂祂就说：“我告诉你”。祂来了是另外一个标准，是里面的、也
是超越律法的。“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
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这个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就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你同

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那你

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耶稣祂
就讲到祂来了，祂这位生命的主、祂这位是爱的神，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

面，神也就住在他里面。	

那个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呢？那就是看你有没有爱。你怎么知道耶稣在你里面

呢？没有在你里面？不是你的感觉。哦我感觉耶稣在我里面，耶稣就真的在我里面。我告

诉你最容易的、最简单的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就是你有没有爱。而耶稣这个爱是超越人间

的爱、是超越旧约律法的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旧约律法就是爱人如己，那耶稣来是爱人

舍己、没有自己、不爱自己、不考虑到自己。	

那个这里是说到“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受审判当然是受神的审判，或
者你动了怒了、发了脾气、甚至于你犯了罪了，你就要受律法的审判。这个动怒不是一件



小事情，许多的时候杀人、放火都是动怒才犯这样的一些大罪。“难免受审判”受地上法律
的审判、也会受到神的审判。	

这里讲到，它这里说到“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利的，
难免地狱的火。”这个拉加和魔利，我在周五、周六班上已经说过了，这是当时耶稣说话
的时候，他们所用的亚兰语当中的一些俗语就是骂人，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轻看别人，特

别那些他们用于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人。这个拉加就是空洞的意思，脑子是空洞的，就

会……我们说是饭桶，光吃饭没有用，不会动脑筋，说到人就是笨的人、愚昧的人这样子。
魔利也是这样，魔利它原来的意思是迟钝的意思，是蠢、笨的意思，就是一个轻看——轻
看弟兄和姐妹。	

那么主耶稣来，祂在祂的教训的里面：“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参《太》18：
10）。而且主耶稣给门徒们的教训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人看见你们这样彼此相爱，
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但这样呢，还要为弟兄舍命。＂所以耶稣来远远超过那个旧

约的律法——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古人的吩咐，就是旧约的律法所说的。	

主如果真的在我们里面，我知道一件事，我们里面的耶稣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不会

轻看弟兄和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天然的人都会有喜欢、不喜欢，你看到有的人其实你

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你里面就会很自然的喜欢他或者不喜欢他，那个天然的人就是这样。

有的人稍微他有一点怎么样才华、成就，你就非常的看重他；有的人没有什么成就，你就

会轻看他。所以在我们这个天然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情绪，喜欢不喜欢啊，重看这个轻看

那个的，有时候无缘无故的，不一定就是跟他们很熟，不一定有什么原因，这都是我们天

然肉体里面的成分，也就是说没有爱。	

但是耶稣来了，要知道耶稣讲这些——祂这个登山宝训，祂不是在这里讲一些道理，
祂就是讲祂要来、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祂的爱要从我们的里面要活出来。祂将祂的话，首

先将祂的话赐给我们，然后祂死而复活，升天了，就将祂的灵，那个爱的灵、能力的灵、

祂的圣灵保惠师是来是使得我们能够做我们所做不到的，或者说祂将祂的圣灵赐给我们乃

是要使我们将祂的生命、祂的性情能够在我们这个旧造、败坏的人被祂建造以后、被祂更

新以后而能够渐渐地要活出来。那么简单地说来就是那个爱、就是爱。耶稣来就是爱。	

我们应该常常的要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爱篇、那个爱篇。那里有人讲到说
爱的真谛，我们要常常读、要常常祷告，求神把这样的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爱就是耶稣

基督祂自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比如说那里说到“爱是恒久忍耐＂，还有谁能够比耶稣更
忍耐呢？“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那这岂不是耶稣的爱吗？“爱是不计算
人的恶”，人、天然的人虽然他也会讲爱，也会爱人。可是他就是，如果有人稍微对他有
一点亏欠，他就记得清清楚楚，每一件事都记得很清楚。我告诉你＂耶稣来祂就是不求自

己的利益，祂是舍己。＂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跟随祂的人、每一个跟随祂的人，祂

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参《太》16：24）。你
是不是一个跟从主的人？	

00:50-00:60	（已核对） 	

是不是一个爱主、跟从主的人？在主的眼光就是看你有没有舍已、有没有背起你的十

字架来跟随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14章那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祂说：“若有人爱我，
他就当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所以我们人常常在
想：＂我爱主，我就要为主多做一些事情，我就要多上教会、多奉献一些钱，那就是爱



主。＂不是那样！主祂不是看这些，祂是看你有没有遵守祂的命令，祂吩咐你或者祂的教

训在圣经里面你有没有遵守？你如果遵守的，主说你就是爱祂的；没有遵守的，你不是爱

祂。	

常常我们对于这个爱神有自己的观念，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为神多做一些事、
多传福音、多摆上这些，我就是爱主。不！主看你有没有先领受祂的话、有没有遵守祂的

话、有没有活在祂的话里面。祂在这里说到这个骂弟兄这样，祂就是说要爱。你如果爱，

你就不会轻看这个重看那个，都一样，要爱！	

罗柄森师母——《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主角，她的教导就是这样，她说:＂GOD	
loves	everybody	regardless：你要出去、你要爱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无论怎么样，她说
你就是要爱他们，就是要爱。她因为是过来人，她是从那个不可能爱每一个人，她就追求

里面的耶稣在她里面越来越多，到了一个地步，她能够爱所有的人。她在这个爱的事上学

了很深的功课、生命的功课，最深的我也已经提过，就是她的婆婆逼迫她，而且她的丈夫

跟她的婆婆联合起来这样逼迫她，很厉害的逼迫。她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婆婆会用一桶水

浇在她头上。虽然她的身体软弱，身体也不好，婆婆逼着她要做一些非常劳动、也费力的

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她知道她里面不能爱她的婆婆，她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她就花了

好几个月的时间为林前 13章这个＂爱＂，她来祷告。她的祷告的方式就是从第 4节到第 8
节这四节的经文，她说＂凡是在她的里面和这四节经文相抵触的、不符合的，她都要求神

要挪去。＂比如 4节说：＂爱是长久忍耐，＂她发现她不能忍耐，她说：＂主啊，你要挪
掉我这个不能忍耐，要把你的忍耐要赐给我，＂这样，她是这样的祷告，她也是教导人这

样的祷告。噢，你看耶稣好不好？我不是单单说罗柄森师母，是耶稣在她里面越来越多，

后来多到一个地步，不管你怎么对待她，她就是爱。所有去跟她接触的人到了后来就是看

到她就是身上满了耶稣的爱，所以有的人看到她以后出来都希望能够像耶稣、都希望更多

地得着耶稣、要耶稣！不是得着罗柄森师母，乃是要得着耶稣。	

那么耶稣就讲到这个“在祭坛上献礼物“这个属灵的意思很显然就是侍奉神。如果我们
来侍奉神，在我们的同工，尤其是同工当中，我们的里面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这里当

然比较严重的是说对头啊、要告、要打官司，那是已经到了极点了，就是说我们里面对人

有一点嫌弃、过不去的那个疙瘩，要记得我们都要来对付！意思说这个也许事奉不要看得

那么重，你要把你的问题，你里面的那个问题先要解决，然后再来侍奉。要不然你跟弟兄

姐妹在一起同工，外面同工里面不同工，貌合神离。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说要侍奉这位爱

我们的主、我们所爱的主，可是你里面不能爱这个弟兄、不能爱这个姐妹，你这不是假冒

伪善吗？所以主耶稣就说：＂你要先放下礼物，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觉得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总的来说就是人际关系。我们的里面常常有两件事情

要注意，这是我个人所学习的。一个就是我们对人的感觉，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比如我刚

才所说的轻看这个人、重看那个人，你这个感觉。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无缘无

故地，你这个感觉要对付。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挪去。第二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事情

的反应要注意。常常主耶稣说＂我们心里所有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怀有

的常常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追求内在生活要注意里面，先把里面的问题解决，然后外

面的表现就不会错，不容易出问题。一个是我们的感觉，对人、对事情的感觉，第二就是

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别人说一句话或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的反应要小心。这个就是我们内

在生活当中生命的功课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最后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够从那里出来”，那个
意思不仅是欠债的问题，圣经的教导就是对人不要有亏欠。我觉得钱也是这样子，不要欠

债。我是能够不借债就不借，譬如我们奉献服侍主，这几十年来不管是在牧会地时候或者



是现在的事工，我从来不到银行去贷款，要做这个、做那个。因为我始终是相信如果神让

我做的工作，祂一定会供应！因为全世界的钱都是祂的、金子银子都是祂的、千山的牛万

山的羊都是属于祂的。祂如果没有给我钱，我就不做，这样。就是这样，这些年来祂就是

一直这样的供应——不要欠债。那个我们还有一句话说＂无债一身轻。＂就是这样，你要
背债的话就……？这里不仅是讲到欠债，乃是对人的亏欠。	

1:00-1:10	（已核对） 	

《圣经》的教导就是力求和众人和睦。但是有的人不愿意跟你和睦，那就没有办法，

你不能够勉强他。但是我们不要亏欠人，连一文钱都要把它还清，最好不要亏欠人。换句

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要过一个内在生活，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要

让祂有地位，有完全的地位。所有属于我们这个旧造的肉体，败坏肉体的这些东西，都要

祷告说:″主，你要给我挪去”。我们要追求被祂充满，被祂的爱所充满，得着祂要到一个地
步，就是说我们的里面跟任何人都没有过不去的地方，没有一个人我们是可以不愿意跟他

讲话，或者讨厌他，不跟他来往，一提到他我们就有很多的意见。我们必须要追求里面到

这样一个地步，没有、一文钱都没有；一点的亏欠、一点的感觉都没有，没有一点负面不

满的感觉。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那个是非的分辨，尤其是属灵的那个分辨，我们必须有那

个是非的分辨，尤其是那个属灵的分辨。所谓属灵的分辨就是说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或者不

是出于神的、我这样做是合乎神的旨意或者是不合乎神的旨意、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

肉体的、什么是出于人的意思、什么是出于神的意思，只有这样的一个分辨是非我们必须

要有。要不然我们就是非不分，什么叫神的旨意、神的意思，我们就搞不清楚，那么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	

要记得主耶稣祂说不是我们口称耶稣:“主啊，主啊，”	才能够进神的国，也不是因为
我们奉主的名去传道、医病、赶鬼，行很多的异能，那我们才是可以进神的国。耶稣

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我们对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是遵行神的旨意、还是照着人的
意思；领受耶稣的教训、还是领受人的传统的教训，这一些的分辨我们必须要有，但是我

们的里面对人不应该有，对任何人不应该有过不去的地方。这就是祂要充满我们，我们才

能够做到。不是我们能够自己做到的，乃是祂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丰富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能够像祂这样。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祂不是要求我们能够做到

完全，祂乃是说我们如果能领受祂、相信祂，让祂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我们就会逐渐的

到完全的地步，最后我们就会达到完全的地步。	

好，主这样恩待我们。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下一周我们就要讲到第二段了，就是从 27
节到 32节。这一段就是讲到男女的关系、婚姻的问题、离婚的问题，这都是跟我们切身
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好好的多一点的为我祷告。下面这个时间我就交给她们。郭牧师、赖

牧师，她们都有很好的见证。凤莲牧师如果在线上也可以有一些很实际的见证，非常能够

帮助人。感谢主！好吧，你们就来接上去吧。	

郭牧师说：“今天好像凤连牧师也在线上吧。”		

凤莲牧师说：“是！”	

郭牧师说：“凤莲牧师”	

凤莲牧师分享	



我今天在牧师的分享里面我自己感觉这些好像我们要去爱人、从心里面去接受人是觉

得很难，我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我这几年都一直在操练、在操练。因为发觉到自

己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觉我需要更多的耶稣，更多更多

祂的充满。心里面那个感觉说:“主啊，没有祢，我怎么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哪。”但是我在
灵里面也非常的感恩，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灵里
面感受到主耶稣把自己给我们是来帮助我们，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能够

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或者说如何去爱人。尤其是爱人这一块，我还是在学习。那么当

我听到牧师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耶稣、更多的学习。那么又怎么样能够有

这样的爱呢？只有不停的操练，不停的要耶稣，不停的就是叫神一直的充满、充满、充满。

所以也讲到我们的心给祂多少，我们才能够得到耶稣多少。有时候我们的心就好像一块蛋

糕，分呐、分呐、分呐、分呐——分给事工、分给服侍、分给这个人、分给家庭、分给工
作，然后剩下一块，小小块才献上给主，所以我们只能够得到主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应

该把我们整颗心都献给祂，因为我们的心献给衪多少，我们得到主就多少。所以我想我们

还是要进入一直的操练，说：“主啊，我需要祢，我更多的要祢。”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
就花五分钟的时间进入这样的操练。我们把自己的心交给耶稣，说:“主啊，我做不到，但
是我需要祢来更多的充满我、更多的在我的里面占有我，”我们自己更多的献上。我们来
呼叫耶稣，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个等候，进入这个跟神的灵连结，因为神的灵就是生命。好

不好，我们这个时候呼叫耶稣。	

（唱诗）耶稣！耶稣！求祢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祢吸引我的眼。	

我们一起来	

（唱诗）耶稣！耶稣！求祢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祢吸引我的眼。耶稣！耶稣！

求祢夺得我的心。	

1:10-1:20	（已核对） 	

耶稣，耶稣，求祢吸引我的眼。耶稣，耶稣，求祢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祢吸

引我的眼。哦……耶稣，哦……耶稣，耶稣，耶稣啊，耶稣，耶稣。	

我们来亲近祂，让主的灵充满我们。主啊，需要祢，需要更多的祢。	

郭牧师分享:	

主啊，是的我们需要祢、我们需要祢。若没有祢，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祢的命令；没有

祢，我们不可能圣洁；没有祢，我们不可能完全；没有祢，我们不能像祢一样。因为像祢，

只有祢自己的生命才能像祢，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像祢。我们只能模仿不能真的像祢。唯有

祢自己的生命才能够活出祢自己的品格。主耶稣啊，我们真的需要祢，我们需要更多有祢，

更多有祢。祢越充满，我们才能够越像祢。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

怎么努力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没有办法活出耶稣的生命。我们唯有来到祢的面前诚实的

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我要祢，我需要祢自己来，我需要天天跟祢连结。天天活在祢里

面，一时也不能够离开祢，主我们需要祢，需要祢。＂主啊，求祢更多的来充满我。主耶

稣，什么时候我离开，我的灵离开了，我的心离开了，赶快把我抓回来。主啊，我实在是

需要祢，感谢祢，赞美祢！赞美祢！	



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看到在还没有讲解《马太福音》之前，牧师一露面就是那么喜乐。

他就唱：＂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又唱：＂我快乐，耶稣真爱

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	

因为耶稣爱我们，祂要把自己给我们。这个只能是我们唯一快乐的原因。这种喜乐真

的是从心里的而且是永远的。假如我们是因世上的任何事情，好笑的事情啊、或是得到了

什么我们喜欢的东西啊，快乐，但是过不久这个快乐就没有了，那个都是临时的，阿们！

所以真的是唯有耶稣。我们讲来讲去说《马太福音》这里讲到耶稣要我们不可怀怒、要遵

守律法、不能够废去律法，所有一切一切，我们都是要回到耶稣里面。	

今天聚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看那个《仰望耶稣》那本小书。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

有，可能很多人都有或者看过。我们就读一读：要从圣经中来认识耶稣是谁，要知道祂所

做成的，祂所要给人的，祂所要求的。	

1:20-1:30:21（已核对） 	

我就要弟兄姊妹说：＂你想圣经里边耶稣是谁？＂那大家就讲了很多：耶稣是人子又

是神子、他是我们的救主、有一个就是说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那祂所做成的是什么呢？

当然祂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夫。祂要给人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就讲生命啦、

平安、喜乐、还有给我们的各样恩赐等等。有一个最重要的说＂给＂。给我们什么呢？把

祂自己给我们，这才是最宝贵、最宝贵的。把祂自己给我们。	

祂所要求的，在祂的教导里有很多要求：叫我们要遵行他的话。牧师刚才也讲了，但

是我自己今天看到的就是在约翰福音 15章＂祂叫我们不可以离开祂、一直住在祂里面、
要一直跟葡萄树连结、要一直不离开祂。＂只有一直跟祂连结、只有住在祂里面，我们才

能够结果子。只有住在祂里面，一直跟祂连接不离开祂，我们才能够一直拥有祂。	

祂也没有离开我们，是不是？我们一直拥有祂，一直拥有祂。只有一直跟祂连接，我

们才能够遵行律法，也才能够结出果子来。讲来讲去最重要的就是耶稣。	

凤莲牧师刚才告诉我们就是＂让祂来充满我们，求祂来充满我们。＂我们首先真的是

要把自己的心给祂。想到祂有多重要，想到没有耶稣我什么都没有、没有耶稣我什么都做

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追求、追求、追求、追求什么呢？就是单单追求耶稣就够了。因为在

祂里面就什么都有了。那我们追求就是追求说＂主啊，我要有你、我要被你充满、我要一

刻也不离开你、我要常常有你、常常住在你里面。＂	

我今天上午还想到说我认识一个年轻传道人。他真的是很爱主，他甚至是 full	time上
班的，但是他自己除了上班之外，很多时间都是来追求主、来爱主。那他在上班的时候为

了让自己能够常常想到主。我们说常常想到主，我问他说：＂怎么样才算常常想到主？＂

一个礼拜想到一次当然不够；一天想到一次也不够；一天想到几次还不够。可能那个没有

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想祂了、就离开祂了、就不在祂里面了。这个年轻人他想了一个办

法，就是在他电脑里面设定了一个每 15分钟耶稣的名字就跳出来。所以每 15分钟他就看
到耶稣的名字，他就赶快想一想祂，赶快跟祂讲几句话。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求神说：＂主啊，你在我的脑里边，不是电脑，就在我这个脑里面、

在我的心里面也来做一个设定。那我真的是不要超过 15分钟我就会想到祢、想要来跟祢
亲一下、我就想要来赞美主。＂我们看到牧师一露面就赞美主、感谢主。当我们赞美的时

候就是有一些东西我真的是想赞美祂的；感谢主就是有太多东西要感谢了。我讲一句，主



耶稣也真知道我的心在感谢祂了。真的是求主说：＂你在我脑里边设定一个，你圣灵设定，

不要几分钟你就提醒我说——敢快要来到主这里了、赶快要来亲一亲他了、要来感谢他一
声了、要来赞美祂一声了、要来想到说'主啊，跟祂说我需要你，我不能够 5分钟没有祢。
'＂这个才是真的跟主连结在一起、真的完全住在祂里面。	

我们不是说早上起来读几章圣经、祷告一下。很多人就是设定自己一个小时灵修，那

灵修完了就赶快起来去做别的事，很多很多事情要做。那我们好一点——会亲近主、会安
静等候在祂的面前。牧师常常说至少半个小时，那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小时、两个小

时。但是在等候祂的这段时间之外，还是不是常常想到祂呢？我今天是向主求说＂主啊，

你在我心中有一个设定，几分钟你就提醒我一下——要来跟主亲一亲、要来跟主亲一亲。＂	

弟兄姐妹你们也愿意吗？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来向主求，说：＂主啊，让我的思想、

让我的心思意念真的不会超过几分钟没有跟祢连在一起的。你在我心中来有一个设定——
让我每几分钟就被提醒要回到主的面前。即使我在做别的事、即使我在算账、即使我在

shopping、即使我去买菜、即使我在做饭、甚至我在吃饭，我这样常常被提醒＂哦，在我
面前摆的食物是主给的。＂我在做菜我也可以一边在祷告、一边亲近主。我们求主真的在

我们心中有一个设定。	

哦，主耶稣我们真的不能离开祢，因为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常常四处游行，要找寻

可吞吃的人。	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哪怕几分钟离开祢，我们就会有污秽的思想进来，不
是我们喜欢的，有时候就会跑进来。	

主啊，我们真的是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祢，否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别

的东西夺去。	

主啊，我们要祢来夺我们的心、来夺我们的心。让我们每天在祢里边每分每秒真的能

被祢充满、被祢充满。	

主啊，你一直在我们里边，虽然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个祷告，

主耶稣就越来越多的在我们里边，我们就越来越长的想到主，以至我们整天、整天都被主

来充满，我们就能够整天就活出来——就是耶稣。	

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求你在我们心中来做这个设定，让我们常常想到你，让

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就回到里面，就跟你亲近了。	

哦，主啊，是的，我们真的是需要祢，我们一离开祢我们就不行了。即使我们没有做

出坏事，但是我们也可能有不合乎祢的思想，好像就是我们想起某一个人我们心里就有一

点不快、不舒服，这就不对了。	

主啊，我们要祢，我们要像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