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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六班     大的诫命    

祈求神的帶領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赞美祢！让我们又有机会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知道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 享受

平安， 领受到爱，也是祢 欢喜的时间，祢何等欢喜我们来到祢

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祢面前，因为我们爱祢，但是我们常常看

到我们爱祢不够。祢叫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祢，”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尽”。主啊，求祢来教导我们；

也来吸引我们；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是“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来爱祢。”因为这是袮所要的，也是我们 大的福份。

主啊，在以下的时间，求祢来对我们说话，圣灵来打开我们每一个

人的心，使我们能够领受。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

求。阿们！ 
 
如何尽心爱主？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上课，都是因为我们爱主。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盼望自己能够爱主越来越多，能够更尽心的。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 大的诫命， 重要的也是诫命的总纲，其

实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这个是在《马可福音》
十二章 30 节，在其它的福音书，还有《申命记》里面都有提到说要
怎么爱主，但是有些少了一个“尽力”(參申 11:13)，有些少了一个
“尽意”，只有《马可福音》这里讲到“要尽心、尽性、尽意、尽

力来爱主。”就是要全方位的各方各面，每一个部分我们全人都要

来尽心来爱祂。当然心是 重要的，只要我们的心归向主了，我们

很自然就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若是我们的心没有

解决，那其他做的有时候可能就不是真的。 
 
上几个月我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我们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的爱主真的是不容易。那首先怎么个尽心呢？我就想到

从几个方面来讲，当然我们可能读圣经会越读越深入，越读领受越

多，可能过几年我再分享这段圣经的时候又有不同的领受。也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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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些领受的比我还更深，可是没有关系，我们一

起来分享。 
 
我首先想到尽心首先要‘真’，要很‘真心’。在耶稣的十二

个门徒里面，我们看到应该大多数都是爱主的。但是其中有一个他

是假的，他不是真心要跟从主，也不是真心爱主，这个就是犹大，

他 后就是出卖主耶稣。其他的门徒他们都是爱主的。一开始可能

爱的不深，没有尽心有很多的不懂，有参杂有带着血气，但至少他

们还是有真的‘心’想要爱主。 
 
我想更加典型的我们看到，跟从主的几个马利亚她们都是很爱

主的。其中抹大拉的马利亚，因为她得了主耶稣的恩，主耶稣拯救

了她，从她身上赶出七个鬼，那么她从此就觉得她这个生命是主所

给的，所以她很爱主。主无论到哪里她都跟到哪里，她不能过一个

没有主的生活。她也常常想着主。那么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埋

葬，因为第二天就是安息日，所以她们在十字架跟前看到主耶稣钉

十字架，也到坟墓边看到耶稣被埋葬之后，她们就回去了。 
 
回去第二天就准备一些香料，第三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

我们现在的主日。她跟其她几个姐妹跑到坟墓那边想要膏抹耶稣。

但是发现耶稣不见了，她们都很忧伤，那其她的人看到也没办法，

主不见了，她们没有办法膏祂了，其她人就回去了。但是抹大拉的

马利亚还是不愿意回去，在那里哭。后来就有天使跟她说：“主复

活了，你赶快回去，跟祂的门徒们说。”。她回去就告诉了门徒，

结果彼得跟约翰赶快跑来，马利亚也还是跟着跑来，到坟墓的外边，

彼得约翰进去看到的的确确主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相信说“主是复

活了。” 
 
但抹大拉的马利亚还是在坟墓的外边在那里哭。有一个人就问

她说：‘你在这里找谁呢？’她就以为是园丁，她就说：“若是你

把我的主挪出去了，請告诉我祂在哪里？”结果这个人対她说：

“马利亚”，她一听到主声音，就知道是主，她高兴得不得了，就

想要抱祂，但是主耶稣跟她说：“我必须先到天上向我的父报到，

你回去告诉门徒。”马利亚告诉门徒所发生的事。（参太 28:1-10；
可 16:1-10；路 8:2，24：1-10；约 20:1-18） 

 
让我们看到马利亚对主的爱，她非常的真心，没有虚假，她很

迫切，非见到主不可。没有主，见不到主，她都不知道怎样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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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个爱，是没有什么可以抵挡的，很真心的爱，也是很自然的，

没有人强迫她的，她就是这么爱主。 

我 近读先知书，读到《但以理书》。我看到但以理对主的爱，

也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自然。没有人可以拦阻他，死也不能拦阻

他。他每天三次，打开窗户对着耶路撒冷，向主祷告、祈求、感谢、

称颂。因为他非常的爱主，主也很爱他。当他很迫切的为他的国家

来祷告祈求认罪的时候，神派天使跟他启示以后的事情。称呼他是：

大蒙眷爱的，大蒙眷爱的但以理。我们知道主非常非常的喜悦他，

也非常爱他。因为他很爱主。因着他爱主，主也给他很多的恩典，

恩赐会解梦，大有智慧，别人作不到的，他能作；别人不懂的，他

懂；别人不能解释的，他能解释。所以，有几代的君王，都非常的

喜欢他，非常的尊荣他。 

在大利乌王的时候，因为他很忠心，王就设立他在一些总长、

总督之上，就是在皇帝下边，就是他了，是在万人之上。其他的总

督就非常的不高兴，想要害他，就来见王说：我们立禁令，在三十

天之内除了向王，不能够向任何其他的神，或者是人来求什么。因

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每天都要向神祷告。假如是在三十天之内，除了

向王之外，还向其他的人，或神来祈求的，就要被仍到狮子坑里。

那王也没有想到但以理的事，就说：“好啊，那就立吧。”因为他

们就是拿王来作挡箭牌。所以就立了这个约。可是但以理听了之后，

不管这些，他照常的每天三次来向神祈求祷告。（参但 1,2,4,5,6,9，
章） 

我想但以理他就是觉得：三十天，我每天三次，我要九十次不

能来到神的面前，那我还怎么活下去啊！其实，假如但以理真的是

三十天完全不来向神祷告，主也会很伤心。神会想：但以理跑到哪

里去了？怎么有九十次我都见不到他了？我想，神也会非常伤心。

我们看看但以理，每天三次在主的面前，他就是在那里安静等候神。

他有祈求，有祷告，有感谢，当然他也有等候。假如他没有等候，

就没有时间，有天使会来给他讲话。 

我们知道，这个抹大拉的马利亚，她在坟墓面前一直等，她想，

看会不会有人告诉她：耶稣在哪里？甚至她在那里哭，其实抹大拉

的马利亚在坟墓前，也就是在安静等候神。 

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安静等候神，有这么多不同的方式，

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而且爱主，跟安静等候祂，是分不开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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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我们说:我很爱主，我很爱主，我很爱主，但是我们一天忙的
不得了，忙得没有时间来到祂面前，没有时间来等候祂，当然也没

有时间想到祂。我们整天忙忙碌碌，连那个大脑筋也很忙，心也很

忙，想的都是别的事。这样我们怎么能够说，我爱主呢？ 

我曾经说：我不愿有一刻活在没有主的景况当中。我今天早上

醒过来，好像刚醒过来的时候，在想着别的东西，一下子，我就完

全清醒，哎！我说：“我怎么可以醒过来，第一个不是想到主？”

我心里有点懊恼，我说：“主啊！我怎么可以醒过来，第一件事，

不是想到祢啊！”好像有那么一两分钟，在想着别的事。我心里好

懊恼！ 

爱主的人，是常常想着祂，一直想着祂，一直想要来亲近祂，

一直想跟祂在一起。就是很自然的，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边，很自

然，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很真实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是很真

实的，就是像抹大拉的马利亚这样，像但以理这样，他们非常真实

的爱主。没有人免强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拦阻他们。这是他们生命

里边 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盡心爱主，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单纯的心，而

且只是把主摆在第一位。除了爱祂，除了要祂，我们没有想到要别

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别的事情放到主的上边，把我们的事

工好像看重要过于主，把我们自己的感觉放在祂的上边，主耶稣说：

我们还会把其他的人事物都放在主的上面。 

把主摆在第一，我们才能正确地愛人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37，38 那里讲到说：“爱父母过
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就是说，我

们应该爱我们的父母，要好好的爱他们，孝顺他们。我们也应该好

好的爱我们的孩子，好好的教导他们，多陪伴他们，多给他们领受

的爱。但是，我们不能够爱他们过于爱主。 

因为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祂把自己都舍了。我们理当把祂

摆在第一来爱祂。我们若不是把主摆在第一，好好来爱祂，我们也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爱其他人。我们若是不爱主，而爱其他的人，我

们对他们的爱也会不正确，或者是不单纯。我们若是很单纯的来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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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把祂摆在第一，我们才能够从祂那里领受到全备的爱、正确的

爱、神的爱去爱其他的人。 

我们常常爱自己过于爱主。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事工，拼命的

想扩展我们的事工，一受挫折我们心里很不舒服。甚至忙到一个地

步，有时候一天都没有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或者甚至几天都没有时

间来主面前，安静等候祂，跟祂好好的亲近。这样我们就是已经把

所有这些都放在主之上。甚至有时候我们爱事工，我们觉得这是为

主作工，这是为主作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作工，因为我们

想扩展自己的事工。我们的事工，我们人数少了，我们就担忧。我

们不是为这些人不来爱主，为他们着急，而是为这些人离开了，我

这里人数少了，其实是为自己，为自己的事工担忧，为自己的人数

担忧。 

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自己以为 好的，以为 对的，

我们很坚持那些东西。我们就是有我们中国人的好人的标准。好像

要孝顺父母，要听话，做一个好孩子。我们能够孝顺，能够听话，

我们当然就觉得这个是好孩子，理所当然就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好基

督徒。 

其实好基督徒一定会孝顺父母，也一定会在主里听从父母，是

在主里听从父母。有时候我们作父母讲的不一定对；我们教孩子的

不一定对；我们想要他们作的，不一定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但

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是把我们自

己的意思摆在主的意思上面。 

接受圣灵的管治  

还有我们有些人，就觉得自己的性格是很好的。昨天提到：有

些人觉得自己有什么就讲什么的时候，容易伤到人，但是自己会觉

得：我这样是很直爽啊，我心里没有隐藏什么，我有什么，就讲什

么，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性格，很爽快很直，因为我们都觉得，直是

很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有时候我们讲的话却是出于肉体，不

是出于圣灵的爱心。我们没有好好跟从圣灵来说话，没有接受圣灵

的管治。但是有时候还舍不得丢弃这种性格。 

有些人是很圆滑，觉得说：不要得罪人。其实有些明明是应该

在因着主的爱来讲话的，来教导的，或者是来表态的。但是我们有

些人很注重：不要得罪人。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心态也是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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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得罪人。因为想自己在人面前能够有一个大家都觉得是好的、

是对的，也很赏识自己的这种性格。 

但是其实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祢要我作什么？祢
要我说什么？就让我完全的顺服祢。”这才是真的单纯爱主的心。不
是讨人的喜欢，也不是讨自己的喜欢，乃是要讨主的喜欢。我们一

个单纯爱主的人，就是真的是只要主，只要祂喜悦，生怕祂伤心。

要是知道说：主为我伤心了，自己会懊悔的不得了，说：我怎么使

主伤心呢？ 

就像大卫，他犯罪的时候是在黑暗当中，那个时候他自己都没

有感觉。但是当神差派先知拿单来跟他指出的时候，那时被光照了，

一下子就懊悔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人怎么看我？是想到:“我得罪
神了！我伤了神的心！”当然他也得罪人，但是他首先想的是伤了主
的心，所以他非常的懊悔。（参诗 51:4） 

我们看看彼得，当他不认主的时候，三次不认主。 后主看一

看他，他忽然醒过来：我昨天不是还大声的说:我绝不会否认祢，我
绝不会离开祢，即使别人否认祢，别人离开祢，我也不会。但是我

今天真的就是这么否认主了。他看到那个被抓的主，被带到审判庭

前，被祭司长审判，他好懊悔！好懊悔！在这个时候，很需要我们

爱的主，我怎么否认了祂？他非常的懊悔。（参太 26:31-35，69-75） 

当一个真心单纯爱主的人，心里 怕 担心的就是伤了主的心！

别人怎么说，无所谓！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我千万不要伤主的

心！这就是一个单纯爱主的心。一个单纯的人，心里就是想着主，

心里就是担心说:“我会不会伤了主的心？” 

一个爱主的人，也不会寻求自己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十

三章第 5 节那里讲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刚才讲的说，
贪图自己讲话爽快，觉得我讲得很爽，不顾主要不要我们讲；不顾

圣灵有没有替我们担忧；也不顾我们有没有伤害了那些幼嫩的心，

这就是我们求自己的益处。 

或者是我们怕得罪人愿意在人面前做一个好好先生，有时候，

明明该讲的，明明该表的态，我们不敢讲，我们也是伤了主的心，

也是伤害了圣灵，让祂为我们担忧，我们就是只顾自己，只顾自己

的益处，想要讨人的喜欢，愿意在人面前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其实

这也是顾自己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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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我们有些人在想扩展自己的事工，其实是为了自己，想让

自己成功，想要得到成功。我记得玛莎讲过一句说“好的事情，常

常是 好的事情的敌人。”我们常常想说：我们为主作工这一定是

好事，我们已经奉献自己了，把时间奉献出来了，甚至是全人奉献

为主作工，那我为主作工，想作大一点，有什么不对吗？ 

这肯定是好事情，我多多带人信主，这有什么不好吗？这肯定

是好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忙着带人信主，或者忙着服侍，忙到一个

地步，没有时间来爱主了，像但以理他每天三次，跟着每天减成两

次了，或者每天只剩一次了，甚至忙到连一次都没有了，那个

“好”，就可能是我们来爱主的敌人了！ 

只要我们没有想到主，而只是想着别的，别的任何东西，自己

也好，别人也好，事工也好，只要不是主自己，那我们就不单纯了。

甚至我们就说，我们现在教导内在生活，劝勉大家要常常来安静等

候神，要过内在生活。我们一个不小心，里面也会有掺杂。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会过内在生活，都是因为自己服侍到一个

地步崩溃了，枯干了，走不下去了，觉得我非要来得到主不可！非

要来等候神不可！ 近我们有一个牧师，就是从两年前开始，我带

他参加我们的特会，学习安静等候神。他说：“哎呀，我从安静等

候神里面真实得到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其实很多时候，自

己不知道该怎么作了，惟有安静来到主的面前，主就给话语，主就

教导带领该怎么走。一下就轻松了。所以，我们自己从这里边得到

很多的好处。那我们也巴不得，带领别人也来得到这个好处。 

我知道灵恩教导大家要来领受圣灵的恩膏，领受圣灵的恩赐来

服侍，就是要在恩赐里面服侍，在圣灵的恩赐里面服侍就会大有能

力，就像“五旬节”那样。圣灵恩膏下来，彼得的讲道就大有能力，

甚至就会医病赶鬼，这样就会吸引很多人。我们知道灵恩的教会都

是很大的教会，就是能够吸引人。 

但是慢慢地，有些灵恩派的教会也觉得不行了，慢慢觉得说，

因为不常来主这里领受恩膏、恩赐。你用恩赐去服侍人，但是没有

把人带到主这里来，让他们自己跟主连接的，那些人他们被恩赐服

侍了，一下子被医治了，或者是得了方言了什么的，但是他们慢慢

的没有跟主连结上，他们也会枯干的。 

所以，不只是我们自己要领受到恩膏，也要带我们所服侍的人

他们也来领受。因为那些人他们也逐渐觉得不行了，所以也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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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慢慢觉得，光是讲圣灵恩赐也不行，或者是 近有回家的运动，

后来也有人觉得有些不对头了。 

保持一顆单纯的心  

那现在开始，有些人觉得“哎呀，来等候神，这才是一条正路，

才是真的是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神自己，领受到祂话语，甚至领受

到能力。”所以觉得说：“这是新的一条路。”所以，不知不觉的

会把这条路当成是成功之路。就是说“我要扩展我的事工，可能这

条路才是帮助我成功之路。”那这个又不单纯了，又变成有参杂了！

假如是我们里边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告诉你，不可能深下去，我们

过内在生活不可能深下去，因为不单纯。 

当我们自己不够单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带人深下去，就

是有深度的人，就会慢慢听出里面的不单纯，里面的掺杂。所以，

我们求主要我们爱祂，求主给我们单纯的心。我看到一些很单纯的

人，看到他们真的是越来越深入。 

前几天我看到凤莲牧师，她的笑容都很单纯，她爱主真的很单

纯。所以我们一年一年看到她的分享，就不一样，越来越深、越来

越深！真的很感谢主！我们都要这样，向主求一个单纯的心。像大

卫那样单纯，像但以理那么单纯。当我们单纯到一個程度，主知道

这个人，主给他东西放心可靠，主就是越来多给他。像但以理那么

单纯，主就是给他很多东西，是不是？ 

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要让我们单纯。我们想要从主那里

多领受，就一定要单纯。因为主给单纯的人，祂才能放心。有参杂

的人很难从主那里领受更多的东西。 

以基督的心为心  

第三方面我是想说我们要尽心爱主，必须要有“以基督的心为

心，”我们自然就能够尽心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 5节那里
讲到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主耶稣是完全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的旨意为自己的心意。因为

祂来到地上为人，祂身上既是百分之百的神，祂也有百分之百的人

在里面。祂跟我们一样有感情，有感觉，有自己的意思。但是，我

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意思摆在主的意思上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

走错路，就会不顺服。但是主耶稣祂完全只要神的意思，当祂 后

要上十字架之前，祂在客西马尼祷告，曾有那么一霎那，因为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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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弱在里面，祂曾经要求神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拿掉？但是很

快的，马上的祂就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祢的意

思。”祂让自己降服在神的意思下面。 

当祂完全的降服神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就下来加添祂的力量。

祂就很刚强很淡定了，可以去面对要来的一切。当犹大带着兵丁来

抓祂的时候，祂很淡定的面对。当彼得凭着自己的血气拿起刀来砍

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的时候，主耶稣把那个耳朵拿起来，把它粘上

去，医治了他。还叫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就是说因为这是

神的旨意，我们讓神的旨意成全。（参路 39-44；约 18:1-11）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
令。”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就去遵行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就是说凡是爱主的一定是以祂的心为心，一定是遵行祂的命令；只

要是遵行祂的命令就是爱祂的。 

主的命令，在圣经里面有。我们记多少圣经里面主的命令，有

些人只记着“十诫”，其实远远不止“十诫”，还有“ 律例典章”，
还有新约里面主耶稣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都是命令，在书信里面很

多都是命令。“你们要喜乐”，你说，这是不是命令。所以，对很

多很多的命令我们记不住。但是只要我们看到了，那一天主给我们

看到了，哇！这个是主的命令，我们就去遵行。当我们正去遵行的

时候，我们就是爱祂了。还有每天在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有主

对我们说话，那个也是命令。所以我们不来到主面前，没有来安静

等候祂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听到主临时要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

们什么时候听到什么时候看到，我们去遵行，这个就是爱主了，也

可以说是尽心的爱主。 

真正的服恃是神賜予的  

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到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主

啊，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
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

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第三次又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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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

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约 21: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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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三次问他，让他很确定，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一

次不够，“你真的爱我吗？”“是呀，我是真的爱祢呀。”还不够，

“你真的，真的爱我吗？”“是呀，主，我真的，真的爱祢。”主

耶稣要彼得很确定的说：“我真的是很爱祢。”但是耶稣三次回答

他怎么说呢？“那么，你就是要喂养我的羊。 

彼得你知道吗？你说你爱我，那我不在了，我要升天了，你看

不见我了，你还怎么爱我呢？我要给你很多你看见的羊，我升天了，

我不在了，我不直接牧养这些羊了。那我要把他们交给你，你好好

来喂养他们，当你喂养他们的时候，你就是爱我。当你好好尽心尽

意喂养他们的时候，”其实主耶稣知道，彼得要是好好的喂养祂的

羊，彼得自己也没有办法，彼得也非要常常来亲近主，与祂连接不

可。“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喂养这些羊，你自然就会爱我了。也自然

就是爱我了。” 

我曾经想到，主耶稣在招呼门徒的时候，祂是说：“你们来跟

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 4：19）因为他们是
渔夫，他们对打鱼的事情，对捞鱼的事情，对渔的事情他们特别熟

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

样。”但是主耶稣也有几次，给他们经历到，他们打鱼的时候打不

到，然后主耶稣教他们说：“你们怎么打？”他们一打，就一大堆，

满满的鱼。 

其实当主 后一次这个神迹呢，也就是在主耶稣问彼得：“你

爱我吗？”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当彼得跟其他几个人，彼得说：

“我去打鱼。”他们说：“好，我们跟你去。”他们打了一个晚上，
都没有打到鱼。然后主耶稣在岸上看到他们就说:“小子们哪，你们
有吃的东西没有啊？”他们说：“没有。”主耶稣就说:”那你们把网
撒在船的右边，就会打到鱼。”他们把网撒下去，哇！一捞上来，满
满的一网鱼。 

照常这么多的鱼，这个网是该破掉的，但是因为主在那里，这

个网没有破。这么重的鱼，这个网是应该破的，但是那个网没有破。

因为全部是大鱼，他们就可以数。假如是大鱼，又是小鱼，一大堆

小鱼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因为是大鱼，所以他们可以数，一数一百

五十三条。（参约 21:2-11）有人一直在这个数字上揣摩是什么意思？
我是心里想，我不去想那么多。反正为什么有这个数字？因为是大

鱼，是大鱼，所以他们可以数。满满的一百五十三条大鱼，他们可

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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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的，主耶稣给他们几次的经历，他们打了整个晚上都没

有。这是 后一次，主耶稣一吩咐，他们一打下去就有，主耶稣跟

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个得，他们自己
是打鱼的，不是他们自己打来的，是他们得到的鱼，是主耶稣给他

们的。 

这个打鱼跟得鱼，我想还有不一样，主耶稣教他们说：“你来

跟从我，你们打鱼的时候，不是整天都打不到，但是我会给你们，

我一给你们，满满的一网，拉都拉不上来，而且网还不会破。”所

以是让他们得鱼。不用他们辛辛苦苦的去打，打了整个晚上都打不

着。主耶稣一声令下，叫他们怎么打，他们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么多

的鱼。所以是主耶稣给他们的，是他们得到的鱼，不是打来的，是

得到的鱼，是主送来的。 

在約 15节开始，主耶稣是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比这些更深吗？”比这些更深吗？我想，指的是那些鱼。因为那些

门徒，我想他们一辈子没有这个经历，打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啊，

可能几分钟前我们才把网拉上来都没有鱼呀，怎么主耶稣一讲了，

网撒下去，一下子这些鱼不知道从哪里跑来，而且全都是大鱼，他

们一辈子都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老想着这个鱼，老想着这个鱼，老是

盯着那些鱼。但是主耶稣就跟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
然后主耶稣要他，“你来喂养我的羊，你不要再做渔夫了，你来作

牧人。你不要去作渔夫了，你来作牧人。”我觉得很奇怪，主耶稣

好像要彼得从事一个新的职业。 

漁夫和牧羊人的差別  

“你不要作渔夫了，”为什么呢？我就想，人跟鱼是没有什么

感情的，渔夫跟鱼相处的时间，跟鱼的关系 多也是几个小时吧。

打上来之后要不是当场宰了吃，或者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把它，那

些渔夫就会把它鱼腌了当咸鱼，或者就是赶快就是一箩一箩，一筐

一筐拿去卖，转手买卖， 多也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中国人还很强

调要吃活鱼，所以趁早卖掉 好。渔夫跟鱼相处的时间，渔夫跟鱼

的关系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时。 

但是牧人跟羊的关系就不一样，牧人跟羊的关系呢？常常是从

小羊把它们带带带带，看着他们长大，甚至还要剪羊毛，不知道要

剪多少次？从小羊看着它们长大变成大羊，而且牧人跟羊是有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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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圣经里边很多时候都讲到羊，人跟羊的关系。在拿单去责备

大卫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穷人，他家里只有一只羊，
这个羊是他们的宝贝，他们喝它的奶，抱着它，甚至晚上跟他们一

起睡觉。（参撒下:12:1-3） 

这是人跟羊很深的感情。大卫在放羊的时候，羊被那个狮子或

者熊叼走了，他赶快去拼搏，把那狮子撕成两半，把羊抢回来。

（参撒上 17:34-36）就是很顾念这些羊，当哪里有草就带它们到哪
里去，哪里有水就带它们到哪里去，太阳太热了，赶快带它们到阴

凉的地方，让它们躺卧在那里，就是很顾念这些羊的。他们一整天

陪伴着羊，就是很顾念它们，照顾它们的需要。 

新约里面主耶稣很多时候提到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

说：假若有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了路，他岂不会丢下那

九十九只，去找回来吗？（参太 18:12-14）其实，很有感情的，这
一只丢掉，不能，我不能让它丢掉，它会不会被狼吃啦？这只羊不

知道多害怕，多辛苦，所以，赶快要去找它回来。 

牧人跟羊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参约 10:11）就是牧人可以跟羊的感情，对他
们的爱，爱到这个地步，是可以为他们舍命的。 

主耶稣要彼得“你不要作渔夫了，你要来作牧人，要来喂养

羊。”其实在牧人喂养羊的过程中，等他把羊从小羊，从羊羔喂大

的时候，牧人自己也学到很多的功课。我看大卫，他就是在牧羊的

时候，他自己学了很多的功课。在那里亲近主，在那里领受主的教

导，领受主给他的很多的恩膏。所以，一个牧人在喂养牧养的过程，

他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主耶稣要彼得好好来喂养，来当

牧人，来喂养祂的小羊。这样彼得生命才会慢慢地成熟，而且他喂

养的这些人也才会成长。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好好学习牧养。但是我们知道说，现今很

多的传道人，不是好好的牧养，不是看到哪里有草就带他们去，哪

里有水就带他们去，哪里阴凉可以安歇就让他们去安歇，而是有渔

夫的心态。渔夫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打的鱼就是我的！这

些鱼就是我的！我要卖，我要杀，这是我作主。 

很多的传道人把他的信徒当作是他的。自己没有好好来与主连

结，当然也就不可能带信徒来与主连结。甚至他们这些羊觉得吃不

饱、不够，他们要去找，因为牧人不好，不带他们，自己想去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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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吃，或者有人介绍他们：“哪里哪里有草，你可以去吃。”他

们吃了，牧者还不高兴。 

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因为她几年前她听到（周牧师的）录音

带，觉得好得不得了，所以她就四处地介绍、传扬给别的弟兄姐妹。

发生了一件事，她给一对夫妇，她介绍给他们听，好像是一个播放

器之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听，那么这对夫妇听了就觉得：“哇，好

好哦！好好！”其中那位先生呢就把那个播放器带在身上，就在家

里做饭啊干什么，反正走来走去，一边都在听。 

有一天他们教会的牧师就来探访他们，结果那个牧师听到他在

听什么录音，就很生气，结果就说：“你在听什么？”他们说：

“哦，这个是内在生活，很好很好，対我很得帮助。”他说：“不

准听！”结果那个礼拜天，叫他们在教会里要当众认罪悔改。那这

对夫妇大概也是刚刚听，也吓坏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就真的在

那里认罪悔改。所以我说，这些牧者把这些信徒当作是自己的鱼，

好像他们有全权来处理他们，要卖就卖，要杀就杀。不是说想怎么

把他们喂大、喂养，好好顾惜他们，带他们到有草的地方，带他们

到有水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很谨慎，千万不要有这种渔夫的心态。

觉得：“哪些人是属于我的。”好像说：“我带来信主的，他就该

听我的。”“我带他来参加，来参加网校的，他就该听我的。”不

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他们是主的羊！ 

你知道吗？在圣经里边很多牧羊人，他们牧养的羊都不是自己

的。像雅各牧养的人是他舅舅的，摩西牧养的羊是他的岳父的，大

卫牧养的羊是他父亲的，都不是自己的羊。但是他们对它们都有感

情，都尽心尽意地在牧养它们。但是他们知道这个羊不是他自己的，

这个羊有他自己的主人。 

应该有好牧人的心态  

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牧人的心态，就是：主把他们带到我们身边，

要我们来看顾，要我们来牧养的这些人，不是我的，是主的；我们

没有权力要来控制他们，我们是带领他们，直接也来跟主连上，让

他们尽快地来跟圣灵连上、跟圣经连上、跟主连上，让他们自己会

听到牧人的声音，会听到圣灵的声音。当他们跟我们说：“啊，好

像主这样带领我。”“主这样跟我说。”我们只是应该很谦卑、很

尽心的为他们来代祷，也来帮他们印证，这个是不是从主来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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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觉得：“哎，你现在自己作主啦，你自己听圣灵的声音了，你

不来听我了？你不来问我了？”这个其实就是渔夫的心态，我们不

能够一直作渔夫。 

一开始，主让这些渔夫们经历过得鱼的经验。在“五旬节”的

时候也让他们，让彼得经历过得鱼的经验，他一传讲，哇！几千人

几千人信主。真的就是像主应许的——得人如得鱼！但是，主耶稣

不要彼得停留在那个阶段。你千万不要只作渔夫！“你能够得鱼，

其实得鱼是我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得来的。”那现在我们这些羊，

也是：“我暂时托付给你，让你来学习喂养，羊也长大，你也长

大。”我们应该有这个牧羊人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好好的来牧养

主交给我们的。 

我们是小组长的，我们或者是传扬，把人带到主面前来的，哪

怕你是带一两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你比他先走一步，可能也是主在

给你机会去牧养，你带着那几个人。但是你要知道：他是主的！你

不要试图要去控制他们，他们是主的！你要尽快帮助他们来与主连

接。你一个人不行，要有小组，小组里边比较容易，大家一起来跟

主连结。“网校”这个是我们目前很好的途径，网校有这么多老师，

这么多的同学，一起教导分享。第一就是进网校，然后我们就赶快

有小组，然后我们彼此分享，一起等候，这个是 好的途径。也是

我们学习作牧者、学习成长 好的途径。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是真

心，求主给我们一个单纯的心，我们一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爱

主，我们自然就是会尽心地爱主。 

感谢主！我想下面还是给一点点时间让凤莲牧师跟我们分享，

或者帮助我们。 

一切都從”心”開始  

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又在学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的爱主”，今天郭牧师特别强调一件事，郭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

心里有非常的感动，当郭牧师讲道：“我们爱主，我们需要有一个

单纯的心，因为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也是 主要的是从

心开始。” 

这个单纯的心就让我想到这个大卫。大卫他自己是一个君王，

他在万人之上，他管理一个国家。但是大卫对于主，他是非常单纯

的。从大卫所写的诗，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大卫真的很单纯。

大卫他单纯到一个地步，他就是单单地爱主，就是一直地跟主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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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直地想着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在这个《诗篇》六十三篇，看

看我们睡觉之前想的是什么？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是否

也时时来思想我们的神？ 

但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你看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的诗里面，

在六十三篇第 5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在床上记念祢，在夜更的
时候思想祢。”大卫他说什么？他说：“只要我在床上，我就是要

想祢啦！我在晚上的时候，也要思想祢！”就是大卫他一直地很单

纯地来思想神，他说他思想神，他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髄肥油。(参诗
63：6)而且他说：“我的心紧紧地跟随祢。” 

大卫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专一的。在《诗篇》六十二篇，他也

是这样说，他讲：“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祂

来的。”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

为我的盼望是从祂而来，唯独祂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祂是我的

高台，我必不动摇。”(参诗 62：5-6)你看大卫他是这么样一个单纯
的心来单单地爱神！在《诗篇》十八篇他也是这样说：“耶和华，

我爱祢！”（参诗 18：1） 

所以当郭牧师讲到有单纯的心，我就想到这个大卫。我们真的

要学习好像大卫这样单纯的心。所以大卫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

人。”（参撒上 13:14）我想他为什么会是合神心意？一定是他对主
的渴慕，对神的爱。 

先回应祂的爱  

然后，就讲到主要我们尽心尽意地爱祂。其实我们的主 在乎

我们的就是我们回应祂的爱。因为主爱我们是无可否认的，祂已经

全然地爱我们，祂已经完全地摆上地爱我们，祂已经为我们做了所

有的事，就是祂已经把自己献给我们。现在就是主命令我们要尽心

尽性地来爱祂，其实就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回应，就是来爱祂。 

刚才在郭牧师讲道有时候我们会忙于事工，我们要忙我们的工

作。我想做一个以前一个见证： 

因为我牧会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忙碌的。那个时候我刚刚牧

会才三年，我的心都是要怎么样去作？怎么样去扩展事工？我怎么

样去作？那么三年过后，我消耗过度，就进入很深的忧郁症里面。

在这个忧郁症里面，因为我病得太严重了，什么都不能作，我自己

都不能够自理。那时教会的领袖都叫我停止所有的事工，停止所有

的服侍，因为我身体垮了，精神也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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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但是很奇妙的，

因为我常常跟主说：“主啊！我爱祢！”那个时候我年轻。可是我

每一个晚上主会问我一句话，祂说：“孩子啊，现在你什么都不能

作，你也不能够服侍我 (就是在事工上服侍我)，你也不能够作这个，
也不能够作那个，你现在什么都不能作，那你还爱我吗？”主问我

这件事，很奇怪的!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还不是很深地明白，但是现
在我的确明白了。“主啊，我不是为祢吗？我不是为祢服侍吗？我

不是作了这么多吗？现在我己经这个状况了，为什么祢还问我爱祢

吗？” 

我才明白：那时主其实是问我，祂讲：“祢爱的是谁？你爱的

是你的事工啊？你的服侍啊？你要做的事啊？还是你爱我？”每一

个晚上主问我这个问题，好像主问彼得那样：“彼得，你爱我吗？

那你喂养我的羊。”其实不是说要喂养羊先，而是先爱神先，是爱

主先。所以主就对我说：“你还爱我吗？你现在什么都不能了，不

能作了，你已经不能服侍了，那你爱我吗？” 

原来主这么地在乎我对祂的爱，所以那时我每个晚上都流着眼

泪，因为我太爱服侍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爱祢！

是的，我现在什么都不能，我还爱祢，我要爱祢。”我知道原来主

要我调我的心态，要调我这个人，“不是你的服侍，而是你来爱我

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来爱我！”（参太 22:37） 

先爱神，我们才能有神的生命  

原来主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当我们进入到内在生活，

服侍神的人，主 在意的就是：你爱祂，还是爱事工?你爱祂，还是
爱工作?你爱祂，还是爱你自己？你爱祂，还是爱你的其他所有的一
切？所以主 在乎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我。”

这是诫命里面的第一要紧的事，（参太 22:37-38）你看主的心多么
地着急，祂多么地看重这事。他都知道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先来爱祂，

所以主给我们下了一道的命令：叫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性、尽意地

来爱祂。 

我当时我经历了这个(那个是 1996年)，2006年我进入了内在的
生活，主把我渐渐地带进去，我才恍然大悟。现在越来越知道，如

果我们没有先爱主，我们怎样去牧养我们的羊呢？所以刚才郭牧师

说：我们要照顧我们的羊群，我们要爱我们的羊群。我们要怎样爱

我们的羊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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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不是真的爱他，因为我们是把他带到自己的面前，他

是我的羊，我管的，我处理的，他是我的！以前都是作这样的事。

但是，现在越来越明白，不是的，他们都是主的羊，我们的责任就

是要把他们带来，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与主连结，让他能够跟主有

关系。让他知道主就是他的一切。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会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为什么？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爱神，我们没有那个榜样，我们没有

那个生命。我们怎么样带人来爱主呢？所以这个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是我们首先要做的。 

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都是要说：‘主，祢是我 爱的’。

祢是我的 First Love，祢是我 起初爱，祢是我惟一的爱。主啊，我

要先来爱祢。 

当我们这样爱主的，我们就来到祂的面前。我们爱主，我们就

爱主的羊，我们就会特别的关心他们属灵的状况：他们到底在生命

里头是否是刚强，能够得胜吗？能够面对问题吗？如果没有主在他

们的里面，或者他们没有与主连结；没有住在主的里面，他们哪里

会有这个力量面对这个世界种种的压力。 

因此，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有的时候好像主那样让这些羊

群能够得到生命，得到喂养，得到饱足。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必须先

要得着，我们自己本身必须先要有更多的爱主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生命去影响我们的羊群，成为羊群的榜样，然后

把羊带到主的面前。当羊群看到我们的生命，看到我们爱主，看到

我们常常得胜，看到我们常常在主里面喜乐，看到我们能够面对逼

迫，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仍然坚持爱主。羊群也会跟着我们

的来爱祂。所以，为什么主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你要先爱我，

然后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亲爱的牧者，同学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真

的不是一个课程。但是是一个我们听了道我们要去行的，要去学习

的就是让我们一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每一天把自

己献给主，每一天都告诉主，“主啊，我爱祢，主啊，祢知道的。”

所以让我们这个课成为一个行动，成为一个生命，成为一个生活。

我分享到这里，我们这个时候一起回应说：主啊，我们愿意以单纯

的心来爱祢，全心全意地来爱祢。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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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主我们谢谢祢，应着今天祢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尽心，

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祢。我们以单纯的心来爱祢，我们要以基

督的心为心，好好料理我们自己的羊群和祢所带来的羊群。帮助我

们，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事之前，主啊，让我们的心一直的爱祢，

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祢。叫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爱神的，叫我们的生命

里面能够影响我们的羊群来爱神。谢谢祢来这样的帮助我们，用祢

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借着郭牧师的分享让我们更加知道祢的心意，

主啊，叫我们一生一世地像大卫这样的住在祢的里面来爱祢。谢谢

祢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郭牧师： 

我也分享一点见证，刚才提到说：鱼和羊的不同。打鱼的常常

会注重数量，数字；而羊就是一只一只的都是有感情的，都是很重

要的，都是要顾念的。 

我自己二十几年前牧会的时候，因为我的会友比较多留学生，

有很多台湾来的留学生。每一年一批一批的就会走。当他们走的时

候我好像割掉一块肉一样，我心里想：哇，又少掉几个了。但是现

在我就不会这样了，他们都是属于主的羊。 重要的就是他们要赶

快地与主连接上，去年去台湾参加特会的时候，就有一批以前我带

他们信主牧养过的人，好多人来找我，很高兴。有些我们有十几年，

有二十年都没有见面，很高兴。 

当时我跟他们讲说，我觉得亏欠他们，因为当时不懂把他们带

到主的面前，虽然我当时也很努力地教导，听圣灵的声音，还有走

十字架道路，当时不懂，当时也没有 JMl 这个教会帮助我们。所以
我说我欠你们的，赶快一个一个的来进网校，为他们报名来进网校。

这就是说我们注重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哪怕是一百只中的一只，

都很关心爱他们，赶快要他们来与主连结上，而不是整天在那里数

多少人，我教会大了还是小了？不注重那些，我们不要有渔夫的心

态，而是好好做主的牧人，自己来跟主连结上。也把你带的人带他

们来跟主连接上，这才是正路，才是主要我们做的，才是尽心的来

爱主。阿们！ 

主啊，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今天上课的这些同学都交在祢的

手上，主啊，我们都是爱祢的，但是我们想更多爱祢，我们想尽心

爱祢，我们想合祢心意的来爱祢，我们自己做不到，主啊，求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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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也祢给我们一个迫切想

爱主的心。主耶稣，感谢祢！赞美你！我相信祢都爱我们，我们也

是祢的羊，祢会带领我们更多的怎么来爱祢？谢谢主。每天与我们

同在，每天让我们与祢更亲，常常想到祢。不要过没有祢的生活。

每一时每一刻都在祢的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