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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五班:最大的诫命  

 

禱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来到祢的面前，我们也知道祢早已经在

这里等我们，我们想要来听祢对我们说话。主耶稣，很多时候祢的话

我们听是听过了，也背过了，但是我们却不明白，或者我们作不到。

祢跟我们讲:“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相信在这里,我们个个都听过、

背过，都知道，当我们仔细认真看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没有作到。因

为很难，不容易。主啊，我们今天所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分

享这个。因为我们都爱祢，都想爱祢，也都想遵守祢最大的诫命——

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祢。（参可 12: 30）我们的确想要

这样来爱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祢自己都对我们显明，祢是配得我

们这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祢的，主！也求祢来吸引我们，

能够这样来爱祢。主啊，我们作不到，但是祢自己一显明、一吸引、

一帮助，我们就可以来爱祢。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祢

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爱主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  

我们都爱主，也都很想爱主。爱主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爱主的

人也是最安详、最喜乐、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这几天就跟爱主的人住

在一起，心里非常得舒坦。但是我们还想更爱主。像主耶稣讲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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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参可 12: 30）——这是最大的诫

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要爱主，在《申命记》、在几本福音书里

面都有讲。有些地方就是讲尽心、尽性、尽意；《马可福音》十二章

30节，这里就讲到 4个：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参可 12: 30） 

我记得几个月前，同工们问我说，“你这个学期的题目是什么？”

刚好那几天我读到这个，我就想：爱主，我想大家都有一点儿爱主，

程度不同。但是怎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到底怎么个尽法呢？

真的不容易。我想我今天能够分享的，也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思

考，一直祷告的，神启示我的一点点；也许过几年之后，再分享我又

有不同的内容了，又会更深一点了；可能在这里有很多人比我理解还

更深，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分享。 

我也觉得很奇妙，这一个学期老师们的题目，好像都有点重重叠

叠、重重复复。从周爸爸开始讲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开始；然后余

牧师讲的：要多读主的话，让主的话来分辨异端；到玛莎牧师讲的：

怎么爱主？怎么奉献？怎么谦卑？还有上个礼拜凤莲牧师讲的：她过

内在生活，亲近主得到的好处。我觉得，很多内容我们其实都有重复、

有重叠，甚至引用的经文都差不多。我想一定有神自己的心意，因为

我们常常是耳朵发沉，主的话我们听了一遍不明白，两遍还是不太明

白，三遍可能明白一点点，所以主就让我们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地来

讲。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越来越明白主的心意，也能够越来越爱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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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尽心来爱主呢？ 

首先我想到说，我们要怎么尽心来爱主呢？心是最重要的，假如

我们没有‘尽心’爱主，下边说尽性、尽意、尽力就不可能，因为心

是决定一切的。我们最近有两个小组，刚好在看周牧师的那本《基督

徒的内在生活》，里边特别有这样讲到心的问题。就是说心是掌管一

切的，我们很多谈恋爱的人都会知道，就说，“你得到她（他）的心，

才得到她（他）的人。”你光得到她（他）的人，没有得到她（他）

的心，那没有用的。所以心是最重要的。 

必须是真心  

我们要尽心爱主，首先第一我们必须是真心，就是完全没有虚

假的。我们是来爱主，好像是我们生命中最自然、甚至是理所当然，

最重要不可缺少的部分。很自然地你就是爱主，你不爱都不行。我记

得盖恩夫人她年轻的时候就很爱主，哪里有关于主的聚会，她就要跑

去。甚至凌晨起来，偷偷地不给家人知道,不敢穿鞋、赤着脚跑很远

的地方，要去参加聚会。她家里有人来拜访，只要是谈主耶稣的事，

她就很开心、很专注地在旁边听。她结婚的时候很小，她十六岁就结

婚，所以夫家的人、她的丈夫比她大很多，她的婆婆、她的丈夫甚至

她们家的使女都可以管她。但是那时候她就很爱主很爱主，整天就是

想跟主耶稣在一起。在房间里，她就是整天就只想躲在房间里祷告、

亲近主。结果她的婆婆很生气，对她说：“不准在房间，你要到我的

房间来。”所以每天她就要到婆婆的房间去。在她婆婆的房间，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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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自然地、不由自主地闭起眼睛来就在那里跟主亲近，想主，爱主。

她婆婆很生气，说：“不准你闭起眼睛。”她说怎么办呢？她就打开着

眼睛，呆呆地看着某一个地方还是在那里爱主，还是在那里亲近主。

就是说，这已经是成为她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她没有办法不爱主，你

叫她不爱主，她活不下去了。 

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很想我们爱祂，亲近祂，想祂。其实爱

主，跟亲近主、跟住在祂的里面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爱主就自然会想

要来亲近祂！常常亲近祂的人、每天只想来想祂、亲近祂的，也一定

是爱主的。 

单纯的心  

第二，我想我们爱主就是要有一个单纯的心，没有掺杂的。单

单爱主而且是把祂摆在第一位，除了爱主我们没有想到说，想藉着爱

主去得到什么别的东西。在《启示录》主耶稣叫约翰写信给几个教会，

在对以弗所的教会里面讲到的就是责备他们的就是：他们失去起初的

爱。（参启 2：4）其实这个起初的爱在英文是：f i r s t  l ove，是第一

爱，最爱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没有把主耶稣摆在第一了，可能爱上其

他的东西了。 

爱祂要在一切之上  

所以主要求我们要爱祂过于一切。在《马太福音》十章 37- 38节

有讲到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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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

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22节里面讲到主耶稣有对一个门徒

说，这个门徒就是父亲死了，他要去去埋葬，说：“容我先去埋葬我

的父亲。”（太 8：21）但是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参太 8：22）我们中国人很讲孝道，有一天我在教

会分享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有几个人瞪着眼睛好像说：“父亲死了，

那个埋葬都不能去呀？要来跟从主。” 

主耶稣祂一点都没有说要我们不爱父母、不爱儿女。只是说我们

应该爱父母，应该爱儿女，应该爱很多人，但是不能够超过爱祂。我

在思想这节圣经说：怎么父亲死了都不可以去埋葬呢？我后来觉得，

主耶稣一点都没有不在理、好像说得太过份，一点都没有！因为比起

跟从主来，埋葬父亲其实是很小的事情。我们孝顺父母、我们爱父母，

是在他们在生的时候；当他去世的时候，你参不参加追思礼拜他不知

道了，是不是？假如父亲是信主的，他在天上他也不会怪你，不会说：

“我的追思礼拜你怎么不来参加？”因为无所谓了，到那个时候，一

切对他来说无所谓了。 

我想他心里更着急的是：“你爱不爱主？你赶快去爱主。”前几天

在吃饭的时候，我跟我的孩子们说：“假如我去世，追思礼拜的时候，

主有呼召你们去作什么，你们尽管去，不用来参加，我不会怪你们。”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说：爱祂要在一切之上。 

要舍己，舍己来跟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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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就是：要舍己，舍己来跟从祂。我们不舍己，不背起十

字架来跟从祂的话，不配作祂的门徒。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有想过，也

许很多人还没有想过，万一是受逼迫要为主殉道怎么样？有些人想起

来会很害怕，但是我也相信很多人觉得：“可以，我愿意为主殉道。”

好像以为这就是舍己。舍己，主要我们舍己的是要我们放下一切。十

字架不一定是钉死我们的肉体﹑身体，十字架是要钉死我们的老我，

跟主同死同埋葬，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一切。 

我们假如不自己来求圣灵光照，不很认真、真实地在主面前，我

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爱自己有多少，我们自己有多少意思很难放下的。

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样才对，却不知道说，我们自己觉得对、甚至周围

的人也觉得对、我们的文化也觉得对的，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主耶稣

上十字架，有很多初信的人都会问说：“为什么要这样来救人呢？神

不是全能的吗？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我们不可呢？想不通。”

这就是神定规的，也非这样不可。所以对神的心意我们很多时候想不

通，我们觉得自己的意思是最好的，很难放下。 

不要伤主的心  

甚至我们常会觉得自己的性格是最好的，有些人很容易随便讲话，

出口伤人，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我很直爽，我心里没有东西，

有什么我就会讲出来。”会觉得这个很好。但是我们若是真的是爱主，

我们就是想作主所喜悦的人，想不要伤主的心,一个爱主的人是最怕

伤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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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卫犯罪的时候，他那时候活在黑暗当中，他犯了奸淫，还千

方百计设法一次又一次的，想办法怎么杀害她的先生，那时候他一点

感觉都没有。但是当圣灵光照，神派先知拿单来指出他的罪，他一下

子看到自己这么败坏，最痛苦的是他伤了主的心，他得罪了神，特别

是神是他最爱的。他从小,我想他在放羊的时候，他就很爱主，他就

常常亲近主，是他最爱的主，最爱的神。但是他现在居然这么得罪祂，

这么伤祂的心，所以那个时候他真的是痛苦得不得了。 

就像一个爱主的人，他是很真心的，生怕伤到他所爱的主，怕伤

到主的心，而只想作主满意的，主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若是对爱

主的心，不是很单纯，就是爱主，然后又爱别的，甚至籍着作一些爱

主的事，想得到别的,这个心就不单纯了。我知道牧师常说：“我们若

是单单爱主，单单要祂，就会得到祂；但是我们若是爱主之外，要主

之外，还要一些别的，我们就得不到主。” 

有一个危险是:心里爱主 , 其实是爱自己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心里爱主，但是也想、也会爱一些别的，特别

是我们作传道人的，有一个很危险的就是，太过爱事工，其实爱事工

很多时候就是爱自己,只是想自己怎么作才能够成功？怎么作才能够

发展得快？我见过一些传道人，他们很成功很成功，结果，他们不是

说怎么把人真正带到主的面前来与主连结，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

的直接的跟主连结，真的得到主，而是盼望所有的人能够跟他连结。

因为事工大、人多，自然而然的很多人就会高举领袖，就把领袖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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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会说“某某牧师说什么”；他一声令下，大家就都来作什么。

甚至慢慢地本来可以从很单纯开始，慢慢地就成了自己的王国。 

我去参观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几十万人的教会。他们的主任

牧师的办公室，就是像总统套间，很大很豪华。正牧师一到，大家都

毕恭毕敬的；牧师一讲话，大家都觉得好像圣旨到了一样。这样的慢

慢已经不是在爱主了，已经变成别的东西了。 

还有人爱主、爱主，传福音、传福音，甚至就传福音果效很好，

很多人信主，结果就植堂植堂植堂，一个教会又一个教会不断地植堂，

但是慢慢慢慢的好像变成连锁店了，大家拼业绩，植了堂，他们也要

再去植堂。心里想的、着急的不是说怎么把人一个个的都带到主的面

前来，让每一个人的的确确是能够住在主里面、跟主耶稣连结、跟圣

灵连结、跟圣经连结，每天都过着一个被圣灵引导、被圣灵管制的活

出主耶稣生命的。就是方向已经不一样了，重心也不一样了，甚至有

些人想着说，爱主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边，雅各约翰他们两兄弟，他们来跟从主，

心里想说：“我丢下了渔网，把我的工作都丢下了，我来跟从主能够

得什么好处呢？”所以有一天他的妈妈就带着他们两个——到底是妈

妈的意思，还是这两兄弟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一家人

有这个意思吧！就来跟主耶稣讲说：“主啊！可不可以在你的国里边，

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就说，“我

们抛下一切来跟从你，总该得到一点好处吧！”所以，在那个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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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跟约翰,主耶稣是没有办法使用他们的——好像说要来跟从主、

要来爱主，要得到一些好处。当然到最后，这两兄弟是不一样的，他

们是真的爱主了。雅各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第一个被杀的，第一个

为主殉道的。约翰是十二个门徒里,活到最老最久的，那个时候他想

的、他讲的、他鼓励的，就是叫大家要来爱主，就是要来爱主；他自

己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地爱主。所以那时候才是真的单纯了，真的是爱

主了。 

一直存着单纯的心爱主  

我们心真的要很单纯,甚至有人在传讲内在生活，传讲，传讲，

不小心也会把传讲内在生活当作一个成功的途径。因为很多时候有不

同的运动，有灵恩运动，甚至不久前有什么“回家”，然后一波一波，

一个运动一个运动，好像慢慢的会成为过去，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想

听内在生活，甚至很多人一问就会：“誒，你有没有在安静等候神？

你有没有在过内在生活？”有一点开始流行起来了。“我们也拼命来

介绍、传讲，也许藉着这个也可以把事工作起来。”假如不小心有这

么一个意念的话，就不单纯了！这人自己会知道，主也会知道。其实

我们传讲内在生活，我们鼓励大家安静等候神、爱主，就是单单地来

到祂的面前，真的让圣灵来带领你的生活，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这几天跟周牧师有一些很简单的交谈，就讲到说：“啊，某某

弟兄好单纯，某某姐妹好爱主、好单纯！”周牧师就说：“哎呀，是啊！

看到很多见证，我心里很得激励！”他说：“你也要看，你也要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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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证！”就是说，一听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怎么

被主得到，他们怎么得到主的，我们心里就很宽慰！“哦，这就是主

要的，主所要的。也就是主要我作的、要我们作的。”就说：“哎呀，

感谢主，我作的，主也在作，其实是主在作，劳苦的功效现在看到了！”

就是说，一直存着一个这么单纯的心，就是说：我自己爱主，我也巴

不得别人来爱主；我自己得到主，我也巴不得别人都能够来得到主！

不管这世上人家看我们成不成功，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们小组有多

少人？人数不要紧！是不是这些人得到了主，爱上主了，被主得到了，

这些才是要紧的——这个就是一个单纯的心!    

我有一段时间常常很喜欢唱一首歌，很简单，我想我们大家都会

唱的，就是《我的主我心爱你》，我觉得这首诗歌里面，每一句每一

句都是引我们来要主，来爱主，来祷告、祈求更爱主！好像这首诗歌，

就是一个很足够的祷告了。 

唱诗《我的主，我心爱你》。  

应该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你可以闭起

眼睛唱来唱，求主，跟主说：“我要单单爱你！”求祂来吸引我们，也

来炼净我们。要是我不够爱祂，求主来吸引我！我里边有掺杂，不是

单单爱祂，我的心有掺杂，我的服侍里面有掺杂，我们都求主来炼净

我们，让我们单单来爱祂。 

禱告:  



讲堂周五班：20190510	最大的诫命	郭牧师	

主耶稣，我们的心想爱祢，我们何等想作一个爱祢的人！可是我

们作不到，我们求祢来吸引我们，求祢来向我们显明祢的可爱，祢的

美丽，祢对我们的爱有多深，祢为我们的付出有多大。主啊！让我们

的心深深地被祢感动，我们就爱祢。我们说爱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爱祢的心不够单纯，甚至我们的服侍不够单纯。当弟兄姊妹不尊

重我们，我们会受伤；当有些弟兄姐妹不明白，离开，我们不是为他

们忧伤，我们是觉得自己被冒犯、自己受伤。主耶稣，我们很多时候

工作有挫折，我们里边就不舒服，我们没有想到主的心怎么样？主耶

稣这个时候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常常只想到自己。当人们称赞我们的

时候，我们就会得意，我们就会骄傲；当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果效

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常常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心没有想到

主怎么样了。主耶稣，我们何等需要祢，我们需要祢来吸引，我们需

要祢来光照，我们需要祢来帮助我们更多地爱祢。哦，主耶稣，爱祢

是很简单，但是又很难的事情，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需要祢，祢来

帮助我们。主啊，祢如何爱父，让我们也如何爱祢！主耶稣，感谢祢！

赞美祢！赞美祢！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以祢的心为心。祢如何顺服

父神，只愿祂的旨意成全，主啊，让我们也是这样地爱祢，只愿祢的

旨意来成就。主耶稣，让祢的旨意就是我的旨意，让我们没有自己的

旨意。 

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祂的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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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5）基督是怎么样谦卑顺服神？在客西马尼的时候，祂曾经求

主说：“这个杯可不可以挪去？”但是最后祂是说：“只愿祢的旨意成

就。”（参太 26：39）就是：“不要我的意思，只要祢的旨意成就。”

祂最后是完全地顺服，上十字架，被钉在上面。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

令。”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在遵守

主的命令就是爱祂的。我们怎么遵守主的命令呢？我们中国有很多人

以为说一个人很孝顺，很乖巧，很听话，这个人当然就是个好孩子。

在教会里边基督徒呢？假如这个人在家里都是个好孩子，在教会也很

热心，很会帮忙，很乐意服侍，甚至对人都很好，这个人就是爱主的。 

有一次，有人讲到说：“某某姐妹很爱主。”因为我不认识她，我

就说：“她怎么爱主呢？”她说：“她每一次来聚会、来小组，都会带

一些东西来给大家吃。”她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常常在聚会的时

候跟大家很友好，都会给大家带一些东西来给大家吃，这样就是爱主

了。但是我们知道主是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主

的。”（参约 14：21 上）“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参约 14：

23上） 

主的命令有多少呢？除了十诫，还有很多律例典章在旧约里边；

在新约里边主耶稣也讲了很多要怎么样。其实主所讲的比旧约的诫命

还更深，就是我们不止不可以作那些事，连心里有那意念都不可以。

而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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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可 12：30）。我想我们连这一条都很难遵守到，怎么能够说我们

很爱主呢？我们爱主就是说遵守祂的命令。另外，每天可能神对我们

都有一些临时的命令——要差派我们去作的、要叫我们不可以作那个。

我们需要每天常常来到祂的面前与祂连结，才能够知道祂每天随时给

我们的命令，我们才能够真的去遵守祂的命令，这样才是爱祂的。我

们遵守祂的命令，当然就是以祂的心为心，愿意照着祂的意思去作，

愿意讨主的喜悦，不要伤祂的心。 

渔夫跟牧人的不同（参约 21：1- 17）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15- 17节，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

时候，是在河边，门徒们去打鱼，当时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多马跟

拿但业,他们几个好像等主耶稣，主耶稣叫他们等。主耶稣复活了之

后没有常常对他们显现，没有常常跟他们在一起。那几天不知道干什

么，彼得说：“我去打鱼。”他们说：“好，我们跟你去。”谁知道打了

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结果，看到主耶稣在岸边，一开始他

们还不知道是谁，主耶稣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

“没有。”主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到船的右边。”他们就撒下去。他

们刚打完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这么一撒下去，一捞上来，满满的

一网，就是满的那个渔网，应该是破了，但是却没有破，每一条都是

大鱼，一数一百五十三条。（参约 21：1- 14） 

有人一直对这个一百五十三，一直在那里揣摩什么意思？什么意

思？我觉得假如说我们不去揣摩这一百五十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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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就是有一个数字。你说打鱼打不到——我曾经到天津，可以坐船到

湖中心去打鱼，结果去打鱼，捞上来的几条小鱼，里边还有什么罐头

瓶子，很多的垃圾。打鱼的人就知道，像彼得他们，打鱼假如是打了

很多，肯定是有大鱼有小鱼，鱼一小你就数也数不过来了，特别是多

的时候你怎么数啊？因为这一次全部都是大鱼，所以就很容易数，一

数就是一百五十三条——就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一网打上来全是大鱼。

我想他们作惯了渔夫的，平生第一次打上来全部都是大鱼，而且满满

的。他们可以是最后一次经历了主耶稣给他们的神迹。 

后来，主耶稣就叫他们拿几条鱼来烤，吃的时候，主耶稣问了彼

得三次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参约 21：

15）‘这些’是什么呢？我想指的就是这些鱼，因为彼得他们可能一

直在那里惊讶：“哇！怎么可能一下子打这么多？而且条条都是大鱼

呢？”一直在那里惊讶，所以心里还在想着、还在看着那些鱼。主耶

稣就说:“你能够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比这些鱼更深吗？彼得说:

“主啊，祢知道我是爱你的。”主耶稣就说:“你牧羊我的羊。”第一

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吗？”彼得说:“主啊，是的，祢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说:“你牧养

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

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祢是无

所不知的，祢知道我爱你。”耶稣还是说:“你喂养我的羊。”（参约

21: 1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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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我的羊’，我心里就在想说主耶稣呼召约翰、雅各，可能

应该甚至彼得他们，当时就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

得鱼。”那时候好像是说他们仍然是渔夫，可是他们以后会得人像得

鱼，所以那时是把他们称为渔夫这样来比喻，来呼召他们。但是到最

后，祂呼召彼得的不是让他当渔夫了，是要他来作牧人喂养羊群。彼

得明明是个渔夫，他没有放过羊，但是主耶稣却要他来牧养羊，要换

一个身份。我就想:原来渔夫跟牧人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职业，不

同的心态。渔夫只注重数字，数量，渔夫跟鱼没有感情，渔夫跟鱼的

关系有多久啊？最多几个小时，鱼打上来了之后，就卖掉了或者是转

手卖给别人了，或者是杀了，该吃的吃，该腌的腌，变成咸鱼了，或

者……反正，渔夫跟鱼没有感情的，跟它的关系不长久的。但是牧人

跟羊关系不一样，感情不一样，牧人对羊是有感情的。 

羊跟牧人的关系（参太 18: 12- 13）  

主耶稣用很多很多的比喻都是羊跟牧人的关系。在《马太福音》

十八章祂讲到说 :“假如有人有 100只羊，有一只走迷了路，他岂不

会丢下那 99 只去找回那一只迷失的羊呢？当他找回来的时候，他为

这一只迷失而找到的羊比会为那 99 只心里还要高兴。”（参太

18: 12- 13）祂也讲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不是雇工，

我是好牧人。我是非常爱我的羊，我对我的羊是有很深的感情，深到

一个地步，我为他们舍命。”（参约 10: 11- 12）就是这个牧人跟羊的

感情是不一样的，跟它们的关系也不一样，牧人是很细致地观察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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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重用的人，他们都是牧羊人。雅各就是放羊

的；摩西也放过羊；大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牧童，他们都是放过羊的。

他们都知道放羊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很奇妙的，神都拣选这些放羊的

人，知道他们怎么看顾羊。特别是摩西、大卫，我们看到后来当他们

成为领袖之后，他们对待百姓就是有一点像牧人对羊的那种心情，很

爱惜他们，很爱惜他们。 

一个牧人的心态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屡次的犯罪得罪神，神有好几次发怒要灭绝他

们，还跟摩西讲说：“你离开他们，我会兴起你一家，就是让你一家

成为大族，这些人我要灭绝他们。”（参出 32: 9- 10）摩西赶快扑倒在

神的面前，就说:“求主怜悯。”就说:“主啊，祢要记念祢怎么样带

他们出埃及，祢这样灭了他们，岂不是让人家笑话吗？说：‘一定是

他们的神没有办法拯救他们了，所以只好把他们灭了，没有办法把他

们带入那个迦南美地了，所以只好把他们灭了。’”（参申 9: 28）所以

摩西就是来挑起神这个心说:“祢不可灭他们，不可灭他们。”就是真

的是爱这些百姓，爱到如同自己的孩子。 

大卫也是，当他作王的时候，他也是用一个牧人的心态来爱这些

羊。有一次他得罪神了，就是他数点人数的时候，神派天使，神给他

挑选三样灾，说:“你要哪一样？你挑。”大卫说:“我愿意落在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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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参撒下 24: 12- 14）那么好吧，落

在神的手里，神自己就来了，派天使要来灭耶路撒冷城的人。结果大

卫一看，赶快扑倒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是我犯的罪，但是这群

羊他们作了什么呢？这群人他们犯了什么呢？”说:“祢就冲着我来

吧，祢放过这些百姓吧。”（参撒下 24: 17）他们真的就是有一颗牧羊

人的心情，他们怜恤这一些羊，怜恤这一些百姓。 

一个渔夫的心态  

所以主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你要来作牧羊人，你要来作

牧羊人，要知道这些羊群的需要。知道哪一只有病了，你要来宝抱他

们，要来医治他们，要来爱惜他们。”所以我记得从去年开始我们在

同工训练的时候，周牧师就常常教我们说：“应该像一个牧人一样来

看顾这些羊群，要好好的知道他们的需要，甚至关心他们的家庭，知

道他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但是可惜现在有很

多传道人？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常常来为他们祷

告。”这个就是一个作牧人的，所以主耶稣教彼得说:“你不再是渔夫，

你要来当牧羊人，要来好好喂养我的羊。”，他们是一个渔夫的心态，

好像整天注重数量数字：“我打的鱼多少？我打的鱼，这些鱼就是我

的，就是我的。” 

我们看到很多牧羊人，他们牧养的羊，不是他们自己的：雅各牧

放的羊是他舅舅的；摩西牧放的羊是他岳父的；大卫放的羊是他父亲

的，这些羊不属于他们自己，是属于别人的。因为他们自己跟羊有感



讲堂周五班：20190510	最大的诫命	郭牧师	

情，那么关心这些羊。而渔夫的心态，可能就是：“这些鱼我打到就

是我的。”有一些牧师觉得：“在我教会的会友就是我的。”所以他们

没有想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甚至不愿意他们来接受这些教导。 

在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可以说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有一个姐妹跟我

讲说她介绍周爸爸的讲道的录音给人听，因为她觉得很宝贵很宝贵，

甚至愿意叫他们一起来上网校。她先把录音带、CD给他们听，结果

有一对夫妇听着觉得很好，就把播放器背在身上，随身跟着听，结果

有一天他们的牧者去探访，就听到这个老弟兄在听什么，他说：“你

在听什么？”他就说：“这是人家介绍我的，内在生活的讲道很好。”

结果这牧师很生气很生气，就叫他不准听，第二个礼拜叫他们要去认

罪，在全教会面前认罪悔改，说他们不该听这些录音，说除了他们两

个牧师的讲道，所有别的牧师的讲道都不准听，那就是异端，周牧师

讲的内在生活的讲道，是异端，不准听。 

听说当初这个城市几个教会，是这两个牧师他们传福音传福音传

福音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属于他们的，应该他们

不是羊，这些鱼是他们的，是他们打上来的，是他们捞上来的，他们

可以数的——所以这就是作渔夫的心态。好像我打的就是我的，而没

有想到说：“这是羊，是主的羊，我们关心他们，我们爱他们，是要

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 

好好的牧养的主羊 , 带他们到主的面前来  



讲堂周五班：20190510	最大的诫命	郭牧师	

所以主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

祂说：“那你喂养我的羊，你牧羊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就是说：

“你喂养我的羊，你好好的牧养我的羊，你就是以我的心为心——因

为我爱这些羊，我很关心他们，现在直接能够每天面对面，对着他的

就是你，我把他们交给你。你可以一个礼拜跟他们有一次的聚会、两

次的聚会、三次的聚会，有些网络上每天都聚会。我把他们交给你，

你好好喂养他们，你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来！你让他们能够，你教他

们怎么能够跟我连结上。你好好成为他们的榜样，让他们看到说一个

爱主的人怎么样的，一个跟主连结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们也学着来爱

主来跟主连结，你把这些人都带到我的面前来，让他们都爱主了，跟

我连上了，把我活出来了，你这个就是爱我的。彼得，你爱我吗？你

说你爱我，那你就好好牧养这些羊，你这就是爱我，你知道吗？”我

想彼得有听进去，彼得有听进去。 

就在第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一讲道，三千、五千人就信主了，

悔改了。好像耶稣让他尝到得人如得鱼的那种经历，可能彼得打鱼还

没打过五千、三千，一下子能够带这么多的人信主，真的他也大吃一

惊，当然他也知道那是圣灵作的。他们的 153条鱼，也是主让他们打

到的，让他尝一下‘得人如得鱼’味道。到了《约翰福音》第二十一

章，主耶稣是说：“打了鱼就算了，打了鱼只有几个小时相处，鱼就

转手了，不是这样的，你要来牧养，你要来作牧羊人，你要把这些羊，

从羊羔、从小羊养大，养大、肥壮——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这

个就是爱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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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爱主，除了要真心，我们要很单纯，我们要‘以主的心

为心’——祂爱什么，我们也爱什么；祂注重什么，我们也注重什么；

他担忧什么，我们也担忧什么。而且我们所看顾的这些羊是主的，是

主的，不是我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到主这里。假如说有些人听

不明白，离开了，不是我受伤害，不是得罪了我，不是他伤害了我，

可能主伤心了；他迷路了，我们能找就尽量去把他找回来，找回到主

这里来；我们应该最高兴的不是某某弟兄姊妹夸奖我们说：“你好有

爱心啊！噢！你讲道讲得真好啊！我巴不得有你那种恩赐。”我们最

要高兴的就是真的看到这些人的见证，他们真的被主得到了，他们跟

主连上了，他们爱上主了，这就是我们真的很值得高兴，很值得欣慰

的。 

像大卫一样，他放他父亲的羊，白天有豺狼来，有狮子来，要把

羊抢走，他拼命去把那狮子撕开了，要把羊抢回来。他心里很高兴，

这只羊回来了，被拯救了。晚上他还是把整群羊带回他家。带回爸爸

那里，是不是？还是爸爸的羊。所以，我们每天应该有这种牧羊人的

心态。知道说，羊是主的，最重要就是他们被主得着了，他们也得着

主了。你爱他们，你关心他们，主也知道你爱祂了，你同时当然也得

到主了，也更爱主了。 

当我们的心爱祂，就没有拦阻  

    我们真的学习了一件事,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你的神。要尽心，单纯的心，以基督的心。这一切都是心，没有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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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了。所以，我们的心是如此的重要。保罗说：“我们的心几时归

向主，帕子就没有了。”（参林后 3: 16）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爱祂，就

没有拦阻了。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4 节里面说：“你要常住在我里面，我也

常住在你里面。”主也在这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你的神。是誡命中第一要紧的。”（参太 22: 37- 38）我们真的是要很

认真的，来听主讲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单单是主讲的，也是摩

西当他在山上领受了誡命的时候，他也向以色列民来讲这个。为什么

神命令我们作这件事？你看是第一重要的。第一，如果我们没有这，

就表示我们跟神连不上了。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当我们

爱主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与祂连上，而且是用心来跟祂连上。 

主很深的一个渴望  

所以，我们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是何等重要。而且主

也知道，当你爱祂的时候呢，你就跟祂连结了。主就可以把祂的好处，

祂的所有，祂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当主要我们来爱祂，其实

在祂的背后，祂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祂爱我们爱到一个地

步，祂要我们得着祂一切。因此，祂必须要有一个命令要我们来尽心，

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祂，要我们来遵行这誡命。而且呢，十誡里面

第一条的誡命，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神要的就是这件事我们一定要把它作好来，我们一定要来爱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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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在呼召彼得回转的时候，主问他的，不是‘彼得，你作过什么’，

还是‘彼得你可以作什么’，那主都不问其它的，主只问他，“彼得你

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还爱我吗？”你看祂问了三次。你可以，从这

里我们可以看见，主是何等的看重，或者何等的渴望，我们来爱祂，

单纯地爱祂，尽心地爱祂。当我们这样地爱祂，越来越爱祂，主就会

把自己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学习了这样的单纯的心，尽心，以主的心为心。像彼得这

样：“主祢知道我爱祢”，我们真的要学习来爱主，自己本身要得着了，

爱了祂，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生命，去影响别人来爱主,好叫我们可以，

把羊群带到主的面前。主就是让我们把羊群带到祂的面前。但是，我

们还没有作这些，我们必须要遵守祂的命令，就是要尽心，尽性，尽

意的来爱祂。 

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祂呢？  

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祂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尽量的

来与主交流、沟通，与主说话，渴慕祂，亲近祂。《马可福音》里面

有一个人，她是个有罪的女人，当她来到耶稣的面前，她真的是用她

的生命，大家都是看的到的，她来爱耶稣，就是用她的眼泪来洗耶稣

的脚,用她的头发来摸耶稣的脚。她用一个最尊贵的，也就是她尽她

的所有的献上，就是真哪哒香膏。 

所以耶稣评价这女人，她在作一件什么样的事？就是她在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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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性，尽意的来爱主。她不管别人的眼光，她不管别人是对她怎么样

的看法，但是她要来爱耶稣。所以，主说，主说她作的是一件什么？

“美事。”主还说：“她尽她的所能。”哦，主也看到了，她这种尽心

来爱祂。主说：“因为她爱祂多，赦免也多。”她真的是尽她的所能来

爱耶稣，她也不怕别人羞辱她，她也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她就是这么

样的单纯，带着这样一个单纯的心来爱主，把她所有的来奉献。 

讲到尽心、尽兴、尽意、尽力，就是我们全然的奉献给主，我们

需要跟主这样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是你的，我要把自己献

给你。”一次的献上就好像这个女人这样，马利亚她这样把自己献给

耶稣。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就是主爱我们，也给我们一条路；

主爱我们，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才能够得到祂。 

因此，当我们渴慕来爱祂，爱是生命来的，爱是有力量的，爱是

一种生命的，就好像祂不是假的，祂是真的，爱必须从心里面发出来

的，所以当我们尽心的来爱主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住在祂的里面了。

主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听了主的命令，我们就要去遵守，因为主是

非常信实的，祂说：“有了我的命令的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

我的必蒙我父爱，我也要像他显现。”（参约 14: 21）你看主对我们有

何等的渴望，就是，跟我们要有交流，跟我们要有一个关系，跟我们

要有一个灵里面的合一，好叫他向我们显现，一直的向我们显现，我

们一直的就知道，主就在我们的里面，主是真实的，主是爱我的，这

样的爱就成为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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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主啊！我们要尽心、尽兴、尽意的来爱祢，我要把自己

全然的献给祢，尽我的所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祢今天，透过今天

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叫我们要来尽心、尽兴，尽意、尽力的来爱祢，

因为祢在意的就是我们是否有爱祢，就如祢对彼得所说的，‘彼得，

你爱我吗？’袮也会对我们这样说：‘孩子，你爱我吗？’我亲爱的

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向祢说，我们要爱祢，我要学习爱祢，

我们也要选择爱祢，我们也要定意爱祢。我们真的是要下定决心来尽

心、尽兴、尽意、尽力地爱祢，求祢帮助我们，圣灵啊，帮助我们更

深地爱祢。我们要把所有的同学们，所有在线上的，主啊，我们祷告，

我们都是一群追求祢的新妇，尽心爱祢的新妇们。主啊，求祢，听我

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