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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六班 最大的诫命 2 

诗歌【我爱袮耶稣】 

我们要爱耶稣，我们要跟祂讲说：我爱祢。 

我记得前上个月，玛莎牧师上课的时候，她说：我们每一次跟耶

稣讲说：“我爱袮。 ”我们的爱就会增加一点，增加一点。 我们不

怕来跟祂说：主啊，我爱袮。 或者说：“主，我要爱袮，更多的爱

袮，因为祢配的。 ” 

先尝试--求帮助--才能够，越来越尽心爱衪 

在《马可福音》十二章 30 节，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 ”

（参可 12:29-31）可以说这是主的命令，是我们必须遵守的。 我们

不只是说爱祂，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祂，都不同程度的爱祂。 但

是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除衪之外，我们没

有别神。 我们可以去爱人、爱父母、爱儿女、爱弟兄姐妹，但是我

们不能爱他们过于爱主。 主永远是第一，永远是 Number One. 

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到说我们怎么爱祂，我觉得怎么讲都觉得还不

够，惟有当我们试图尽心来爱祂，而且求主帮助我们尽心来爱祂，我

们才能够越来越尽心爱衪。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才能够

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当讲到尽性在英文里是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all your soul,all your mind,and all 

your strength. 

用整个的灵魂来爱祂 

那么这个尽性就是我们整个的灵魂，整个的灵里面要来爱祂。 也

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感情，全部的感情、热烈的感情、很炽热的那种，

整天会想着祂，真的是越想越美、越想越爱。 《雅歌》里有很多形

容佳偶怎么爱良人，良人怎么爱佳偶，意思是“良人属我，我也属

祂。 ”“爱情如死之坚强，”“思爱成病”等等这些形容跟主之间

的爱情，（参歌 1:1-4，8-10,15,16,2:2,3,6,14,16；4：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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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0-16；8:7）就是整天想着， 无论是跟别人讲起什么，无论想

什么。 、无论谈什么、反正讲来讲去，想来想去，没有一样东西可

以跟主相比；没有一个比祂更可爱，总是觉得主最好，我心里就是想

爱衪。  

当有一會兒不见祂的时候，心里会若有所思，會有“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那种感觉。 在《雅歌》书里边有讲到，佳偶不见良人，

在半夜都要起来找祂，跑到城里去找祂，等到遇见祂了，就把祂拉住

不放開祂，且说：我们一起到田间，到村庄，到葡萄园，（参歌 5:6-8；

7 :11）我们再也不分开，在哪里我们都要在一起，都要形影不离的

一直在一起。  

盖恩夫人也是有一段日子，不见了她的主，她心急如焚到处去找

祂，到处去找祂。 就是没有主，她活不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

家属跟她说：“夫人，你不要到外面去找主，其实主就在你的里面。 ”

她真的回到里面去找主，直到找到了，她才安心下来，才真的得到安

息。  

用全部的情感来爱祂 

用我们全部的情感爱主，是很热烈，甚至热烈到像火一样会烫人。 

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说过：她年轻的时候，收过一个男孩子给她的一封

情书，写了像一小本书那样，她打开来看，看到里面那些语言那些话

语好烫人呢，她心里觉得受不了，被烫到了，不敢看下去，真的都不

敢看下去， 结果她没有把整本看完，太烫人了。 因为她自己没有这

个意思吧。 但是对方对她的爱情是那么热烈，她觉得有一点害怕了，

很烫人的那种感情。 就是说，当我们真的爱上一个人，会有那么热

烈，那么烫人的那种感情。  

我小时候唱过一首诗歌，那些歌词真的是很热烈很烫人。 我可

以念给你们听，就是【恩主，我心所爱】 

歌词： 

恩主，我心所爱，求祢快回来，与我永同在； 

让我紧贴祢胸前，瞻仰祢光荣慈颜，得以面对面； 

吐意倾心，述说祢我阔别思念。 

恩主，我爱祢！ 爱主，我亲祢！ 我恋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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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朝鹿慕溪，干旱久候云霓，望眼欲穿； 

此心欲碎，相思之苦，何日得慰，此情蒙垂。 

我那时天天唱，有时候唱着唱着，心都要碎了，说：“主啊，我

什么时候才见祢？ ”那时候我们是一直在等一位驾云回来的耶稣，

来接我们跟祂在一起。 其实这首诗歌，当你有一阵子或者有几天好

像你的主不见了，我们也可以就说：“主啊，祢快回来，祢快回来。 ”

像盖恩夫人有一段时间，好像不见了主一样，我们就是说：“主啊，

祢快回来，祢快回来，与我永同在。 ” 

这首诗歌，它的歌词写的很炙热。 我们若没有像这个歌词所写

的：切切地思念祂，巴不得很爱祂，巴不得说，每天都跟祂在一起，

那我们就是要求主，求主说：“主啊，我还不够尽性爱祢！ 请祢来

帮助我，我要爱祢，真的一日不见如三秋；一下子不见祢，我就会惊

慌失措，我心里就会很忧伤，说：‘主啊 ，我的主在哪里？ ’”或

者是我们自己忙得没有时间跟主在一起了，我们都会觉得很难过：

“我怎么可以这么久没有见我的主？ ” 

因为祂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來爱我们了 

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其实祂

就是这么尽心、尽性、尽意在爱我们的。 祂自己就是这么爱我们的，

我们不可以不这样来爱祂。 

有些人觉得讲爱啊，好像是姐妹的事，好像姐妹比较爱主一样。 

我有一天跟周爸爸讲起，我说：“很多弟兄都跟在姐妹后面，需要姐

妹拉着才会来参加聚会，姐妹拉着才会来安静等候神。 ”但是我们

看到，很多弟兄都是很爱主的。 所以我跟周爸爸说：“好在你是弟

兄，好在你是男的，可以给众人看到，至少给网校的同学们看到说，

弟兄也是可以这样爱主的。 ” 

我们看到保罗爱主，爱到人家说他癫狂了。 （参使 26;24）大

卫爱主，他写的诗篇是那么热烈的，”我渴慕祢，在干旱无水之地、

我切慕祢，如鹿切慕溪水。 ”（参诗 42:1,；63:1）大卫很爱主，

如果看不见主，他会很难过，一定要找到主， 一定要跟祂在一起。  

所以我想，主要我们尽性爱祂，就是‘你对我的爱，不是干巴巴

的，不是像马大那样‘快点煮饭给主吃就是爱祂’——在教会里面多

作多作，作到昏头转向，作到没有时间来亲近主，以为那样就是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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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让我们对祂的爱是带着感情的，是没有祂不行的，不见祂就会很难

过的，主要我们这样带着感情尽性地来爱祂。 

用我们的意志来爱祂 

要如何尽意爱祂。 我想，尽意就是 with all your mind,这个

尽意就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是凭信心，而且是用我们的意志要来爱祂。 

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个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自己作选择：我

们要不要信祂，我们要不要爱祂。  

我们要自己作一个选择，作一个决定，说：“主啊，我要爱祢，

我要更多爱祢，我要切切地爱祢。 ”就我们意志里面决定要爱主，

渴慕要爱主，我们就会求主，当我们发现我们不够爱祂或者我们很难

爱祂，我们就会求主说：“主啊，我要爱祢，但是我很难，我没办法，

我老是不够爱祢，求祢来帮助我，让我能够来爱祢！ ”或者是说，

很艱难的环境中，我们几乎对主要失去信心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讲

爱的时候，我们爱不下去了，我只想怎么度过难关，我怎么还有力量

去爱呢？  

但是，当我们的意志决定我们要爱主的时候。 在那个很艰难环

境，那个不可能的环境中，我们还是要爱主，还是深深的爱主说:“主

啊，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还是要爱祢，我不能不爱祢，什么都可

以丢掉， 但是我不能丢了祢，无论什么境况，我都要爱祢，我都要

深深的爱祢。 ” 

艰难环境中雲彩般的見證人 

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很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还是坚持

爱主。 我们看到约瑟，他在家里本来是一个宠儿，但是他被哥哥们

嫉妒，因此放在那个坑里边，后来把他卖了，卖给一些商人带到埃及

去，卖人为奴，受迫害，甚至放在监狱里边。 但是他仍然是坚持爱

主，他坚持爱主就是表现在他敬畏主，他不想得罪神，他不敢得罪神，

他不想伤主的心，所以他在那种很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是敬畏神，

寻求主的心意，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更加爱慕祂，更加爱慕祂。  

大卫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也是一心一意，就是说:“我就是想

要在祢的殿中来瞻仰祢的荣面，来与主同在。 ”(参诗篇:27:4) 我

们看到约伯，在很艰难的环境中，他都相信主，也是口不敢出埋怨的

话。 他就是心里不只相信，他还是爱主，尽管他不明白，但是他所

表现出来就是，“祢虽杀我，我还是要爱祢，我还是要信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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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很多逼迫基督徒的国家，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

仍然不失去爱主的心。 不久前我们看到在以兰，在那里残害基督徒

的，要杀他们，把他们杀头的，但是他们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是选择

爱主，不会放弃他们的信仰，不会在人的面前否认他的主。 因为他

们爱上主了，因为他们相信主，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中，他们都坚

定的用他们的意志爱主。  

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在大陆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都受迫害、

坐牢、甚至被杀。 但是很多人他们仍然坚持爱主，在这种艰难的环

境中，他们坚持爱主，可以说是带着眼泪的来爱主。 

带着眼泪爱主 

当我们尽性爱主好像带着感情跟主一起很享受很甜蜜，这种尽意

爱主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带着眼泪爱主的。 在【十字架】的 DVD

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老弟兄，他曾经被抓几次，坐牢几次，在监牢

里被打，所以他对主说:“主啊，我受不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

想到可能又会被抓，他心里真的是有点害怕的，不知道他自己还能不

能撑得住的。 所以当他讲这些见证的时候，他真的是带着眼泪的，

他说那段日子真的是很难熬。  

所以在这种环境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是带着眼泪来爱主的。 

我想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么尽意的爱主，在艰难的环境，熬不下

去的环境，不能够使得他们不来爱主，他们仍然是凭着自己的意志

说:“主啊，祢是那位可爱的主，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要爱祢，我必

须爱祢， 我不能不爱祢，因为祢是我的主，祢是那位爱我的主，祢

是那位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不能不爱祢。 ”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尽意爱主吧。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

真的是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要来爱主，我们爱不下去了，我们也要求

主来帮忙:“主啊，我要爱祢。 我真的是觉得很难了，我还要说:主

啊！ 我爱祢，我要爱祢，我一定要爱祢，我不能不爱祢，我非爱祢

不可。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主就帮助我们，主真的就帮助我们

渡过难关。 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我们仍然能够爱祂。  

凤莲牧师讲一个见证，我记得她说，有一次她真的是非常非常艰

难，她一夜之间所有的都被剥夺了，我想她自己可以讲得详细一点。 

所以她跑到达拉斯来，牧师让她住在 JMI 的团契里，这里有一个祷告

室，她每天在那里祷告， 每天在那里祷告、亲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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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牧师他们不在，可能去了女儿家，等他回来的时候问她说：

“凤莲牧师，你怎么样了？ 有没有好一些？ ”凤莲牧师说：“我心

里还是很痛、很痛，我心里痛得只剩耶稣了。 ”周爸爸就说：“这

就对了。 ”就是说她很痛很痛，她没有痛到把耶稣丢了、不要了。  

凤莲牧师的分享： 

亲爱的各位神的儿女们，同学们，这两个星期我们都学习如何尽

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 我自己在这个境况里面，

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了，就是说当我们讲我们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会经历一些的考验的，神在看你的心到底有多爱祂。  

我当时经历了很大的状况，一个我待了二十八年的教会，突然之

间，他们叫我我离开。 我二十八年都在这个地方，这𥚃所有的弟兄

姐妹，年长的都是我的母亲；年纪比我大一些的，都是我的姐姐哥哥；

和我年纪相当的，都是我的好姐妹 ；年纪小的都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家呀！ 这是我的全部，那时候我是全心全意投入在教

会里面。 但是在一夜之间全被剥夺了！ 这样的痛苦，真的不是人可

以忍受的，而且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在这様的光景里面，我十分的

受伤。  

刚好周爸爸来到马来西亚，他就叫我来达拉斯，我那时候是带着

一颗破碎的心。 我好像没有看到，我觉得：主啊，我爱祢啊，我服

侍祢啊，主啊，我一生的青春都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我真的不明白！ 我受很大的伤害。 我想那个时候你说：你爱耶稣吗？ 

这个时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如果我讲没有爱也不是；如果你讲我

爱主，但怎么会有这样的結果？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  

祂的满足 

但是我有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操练了

内在生活几年了，就是 2006 年到 2011 年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那个

时候我心里面是有耶稣的，但是我还不够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还没

有尽心的爱。 是爱跟主有关系，也有操练，但我觉得主这个命令呢，

真的是要了我们的命才可以的！ 是要我们的命，祂才满足的！ 

是要我们的心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经历这样的情况里面，我

很难去爱主啊，因为我都已经受伤了，我其实是求死，我想死！ 但

是在那个情况里面呢，我决定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每一天我都在做：

“耶稣啊！ 耶稣啊！ 主啊！ 主啊！ ”我每天都是呼叫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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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一天差不多每时每刻。 因为我不叫主的名的话，我就没有盼望

再活下去了，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活下去的。  

所以我只能说：“主啊，我还是要爱祢的，我还是选择要爱祢，

主啊，我定意爱祢，主啊，我不要放弃！ ”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

我可以放弃，因为这么多年你都是服侍，你觉得你爱教会，但是你受

了这么大的伤害，你只想一件事就是放弃！ 放弃！ 放弃！ 你看你

做了这么多！  

在破碎中仍然决定爱主 

亲爱的所有的神的儿女们，亲爱的同工们，但是你知道主是爱我

们!主不要我们爱这些：爱你的事工，爱你工作，爱你的服侍，爱到

这些，然后你对主说：主啊，我爱祢，我把自己摆上，但是摆上的时

间全部都是工作、全部都是服侍，而不是说：主啊 ，我要爱祢先！ 

我所经历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剥夺、一个破碎、一个打击，你还

是要爱耶稣！ 我现在明白了，你要尽意地决定：你在一个苦难当中、

在一个逼迫当中、在一个走投无路当中、在一个绝望当中、没有人理

解你的当中、也彷徨无助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决定怎么

办！ 继续的消沉下去吗？ 还是定意地爱主？ 

我感谢主！ 我想是我心中的耶稣一直都在帮助我！ 所以我决定

选择,，我定意说：“主啊，我爱祢！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感觉

我怎样去爱，但是我说：“我愿意、我要、我选择、我决定去爱祢，

我仍然爱祢！ 我要爱祢，主，我要爱祢、我要爱祢！ ”我一直讲。 

我不知道我讲了多久，我讲了好多，至少超过一年。  

那一年，当我说：“主啊，我爱祢，我爱祢，”刚才郭牧师开始

说，当你每一讲：“主啊，我爱祢，”你里面爱主的成份就加一点、

就加一点。 你知道我每次对主说：“主啊，我爱祢”那个感觉不知

不觉在加深，不知觉在加深，加深到：“主啊，没有祢不可以了，没

有教会可以了！ ”从那种没有教会要死了，转去没有耶稣不可以了！ 

主就把我的心这样转过来，单单地转向祂，从那个时候我就是说：

“主啊，我爱祢，我定意爱祢！ 没有祢我活不下去，”主真的听了，

主一直在吸引我、一直在吸引我！ 

亲爱的神的儿女们，主是这么地爱我们，所以我就会明白，为什

么主要下这道命令？ 因为祂对我们的爱也是热烈的，祂对我们的爱

是那么地强烈！ 强烈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你来爱



讲堂周六班  20190518   最大的诫命   郭牧师  凤莲牧师  

我！ 强烈到祂会妒忌你爱别件事，把别的放在你的心里面。 祂要占

据我们的心，祂要充满我们的心！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被主剥夺了。  

“主啊，我爱祢！ 耶稣啊，我爱祢，耶稣，耶稣，我定意地爱

祢，我深深的爱祢！ ”我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我对主的爱越来越

深、越来越深。 直到现在，我讲了，我得了医治！ 我整个人就在主

的爱里面！ 真的进到祂的里面！ 但是到现在，“主啊，我爱祢，主

啊，我定意的爱祢，主啊，我选择爱祢！ ”我有时就坐在那一边，

在我里面说：“主啊，我爱祢，主啊，我爱祢，祢知道我爱祢，祢知

道我还爱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你跟主的关系是这么

样地热烈的！ 就是刚才郭牧师说的是有情感的，是有感情的，是那

种爱了！ 那个爱就会加深的。 

祂已经完全没有保留的，把祂自己献给我们了 

所以我当时就在这样的状况经历了什么叫尽心、什么叫尽性、什

么叫尽意、什么叫尽力！ 因为尽力了就是有一个行动，这样的来说，

每一天来操练，我真的鼓励在线上所有的同学们，所有的牧者或者是

弟兄姐妹们，我们会在一个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

要灰心，我们要定意地来爱主！ 在很艰难的，你都没有感觉到爱，

你只感觉到伤，但是要做一个决定：“主啊，我要爱祢！ ”而且你

要说：“主啊，我要爱祢、我要爱祢、主啊，我要爱祢！ ”这样不

知不觉、不知不觉你就在进入祂的爱里面，进入主的爱里面。 

主是深深的爱我们，所以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越来越来感觉

到，虽然是讲到主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地来爱衪，但是到今天，

突然间我就得了这个启示：不是主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

祂，而是主祂自己已经是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的爱我们！ 

祂已经爱到祂完全没有保留的，祂把祂整个自己献给我们，为我

们受苦、为我们受罪、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挣扎，每一个过程祂都

为我们去经历，这是主尽到衪所有的心意，尽心、尽性，把祂所有的

力量，而且祂定意上十字架， 因为祂要上十字架之前祂是有挣扎的，

那也是一个选择啊！ 祂选择要爱神啊，要满足神的心意啊，所以祂

选择顺服！ 祂定意来顺服，定意来爱主到底。 所以，祂就爱我们到

底，惟有我们在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显明了。 

（参罗 5:8） 

所以，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感觉到我们要尽心，好像我们也很

了不起，我们要去爱祂，但是，主自己已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地爱我们，所以祂也要我们去爱回祂，因为没有什么比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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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最大的 

所有亲爱的神的儿女们：爱是最大的。 如今有信，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参林前 13:13）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我若能说万

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

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

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林

前 13:1-3） 

主知道这个爱是非常大的，祂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

来爱祂。 因为主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要跟我们同住、同行、

同工，就是要跟我们紧紧地绑在一起。 

但是我们需要作选择，我们需要回转，我们需要来到祂的身边，

我们需要记住主一直地说：“你要，你要，你要常住在我里面，你要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你的神。 ”因为当我们爱祂的时候，

就是我们与祂连结的时候。 所以，我在充满痛苦的状况里面，我跟

主紧紧地连上了。 

因为我说：“主，我要爱祢！ 主，我不要再作任何的事了，我

从今以后别无所爱，别无所求，我什么都不是重要的，若我一点点没

有爱主，主啊，祢要把我的心系回来。 ”因为现在的引诱太多了，

眼目的情欲，一些外在的环境，往往把我们的眼目转向它。 我可以

想象，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祂的心里已经看见了，看见了我们的软

弱，看见我们如果这样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祂 ，我们可能也活不

下去，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来跟祂连上。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但是却是主要我们

跟祂在一起。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

感恩，因为主的爱是如此的真实，我非常的感谢，就是在那段时间里，

我从里面出来了，我真的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就真了，那个时候不是

只剩下耶稣，出来的时候就说：“没有耶稣，不可以活下去了。 ” 

之前是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姐妹、没有事工活不下去，但是那个

过程已过了，現在就是“没有主活不下去了。 ”我想，耶稣这样破

碎我这个人，定意就是要来对付、塑造、调整。 当我们生命里面经

历些什么，我们知道主都是在调整我们，我们快快地回到祂的面前，

定意地尽心地对主说：“主啊，我要爱祢！ 我选择爱祢！ 我仍然爱

祢！ 不管环境如何，不管压力如何，不管有没有路，不管是什么，

主，我定意地爱祢！ 我要尽我的力量来爱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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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主，我谢谢祢，祢自己来爱我们。 主，我们是谁呢？ 主，每一

次想到祢的爱，总是想我们是何等的人？ 我是什么人？ 祢的爱没有

改变，永远长存，祢的爱就是紧紧地一直在吸引我们。 主啊，帮助

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听见祢自己在呼唤我们，就

在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祢的诫命里面藏的是何等深

的情谊！ 何等深的爱情！ 如此地要我们来爱祢。 哦！ 主啊，因

为祢是深深地爱我们，主啊，我为着一切献上感恩，我感谢祢给我这

样的恩典。 我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就分享到

这里，谢谢 

郭牧师分享： 

谢谢凤莲牧师。 我真的好感动，好感动。 因为她是一个被破碎

过的人；因为她是被剥夺过的人。 在那种被破碎，被剥夺的时候，

她仍然坚持要耶稣、信耶稣、爱耶稣！ 所以，她现在就是变成一个

像她自己说的“没有祂不行了，很爱祂的。 ” 

你常常会在線上看到凤莲牧师，她是那么喜乐，那么单纯。 你

看，你看她现在这个笑容，多单纯，多可爱！ 但是这个爱，不是白

白有的，真的是经过破碎，经过剥夺，然后因定意要祂而得来的。  

我们知道，当我们想定意要耶稣，当我们要“主啊，我要尽心、

尽性、尽意爱祢”的时候，主常常会给我们一些环境，要来炼净我们。 

可能就像刚才她讲的，当时她也有爱耶稣，但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尽心、

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祂，她现在她知道了。 而且她现在已经是这

样来爱耶稣啦。 感谢赞美主！ 

我们定意要耶稣，刚才凤莲牧师在分享时，我就在想说，我们定

意，不要等到说遇到患难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来说：

“主啊，我定意要来爱祢。 ”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在现在弟兄

姐妹都彼此相爱一起追求的时候，你觉得说，哦，主真好，主真好，

我就是要爱祂，你就跟主说：“主啊，我定意要爱祢。 以后无论发

生什么情况，主啊，我定意要爱祢。 假如那个时候我有怀疑，我有

软弱，我差点不爱祢，主啊，祢要把我拉回来，我就是定意要爱祢。 ”

在那个时候，圣灵就会更容易帮助我们。 

最近网校的弟兄姐妹他们分享，他们真的是在那里讲述他们过内

在生活一些环境，他们的苦情。 我有提过，有些弟兄姐妹在他们的

教会，教会的牧师真的是很缺乏属灵的知识，更是不知道怎么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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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听到说什么安静等候神，过内在生活，就觉得跟他们平常讲的不

一样，作的不一样，就定为异端，把这些弟兄姐妹们开除出去。  

甚至被牧师发现了什么，要去上台悔改认罪。 他们这些弟兄姐

妹就受排斥、就是被抛弃，被排斥。 有些甚至在家庭里边都被排斥。 

因着他们过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常常会讲一些怎么更深爱主的，

那么他们家人尽管是有上教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我们的教会里都没

有讲这些，你讲这些就是异端。 所以也被家庭排斥，真的是苦待他

们，对他们冷眼相待。 但是这些弟兄姐妹知道说，因为这条路是把

他们带进与主同在，能够更加爱主的这一条路上，所以他们坚持下来。 

我觉得他们这样也是在定意爱主。 

何謂”定意爱主”？  

定意爱主，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知

道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对的，这个使我能够更爱主的，我就是坚持走

这条路。  

所以我做一个决定：就是内在生活，虽然在我们这一群人里面，

你会觉得说我们有很多人，我们有很多人在一起追求，在一起爱主，

人数都很多。 我们听说现在大概有几千个学员，还有上一些平台的

有多少千多少千的，好像人数很多。 但是与所有的教会比起来，我

们人数其实还是很少的，而且我们这些人也会进进出出的。  

周爸爸都会讲到，有些当时跟着他的人就离开了，甚至是传讲内

在生活的一些人，他们曾经传过给很多人，但是现在有些人也离开了；

也曾经有些人差点就离开了，就是说不是这些人会一直在一起的。 当

时我跟主说：“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人多人少，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因为它带我能够更亲近主，带我能够更深入来爱主”。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我们在这里面的弟兄姐妹会越听越多，越学

越多。 昨天我跟芷祥沟通，我们今年的课程已经比去年又更深入一

些了。 我想还会越来越深，就是说教导我们要怎么来舍己啊；怎么

样来完全的顺服主啊等等，就是要我们更加洁净,更加纯净的来爱主。 

我们会越学越深，越学越更爱主。 所以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

一定要走下去!我们要定意！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定意要来爱主。 

我们现在定意爱主。 无论环境发生什么事情，逼迫也好，甚至

去年年底，我想我们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有一点惊慌失措，好像那个

环境改变了，好像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个环境。 但是现在我们就定

意爱主！ 等到那个环境无论怎么改变，在那个环境中，我们都是还



讲堂周六班  20190518   最大的诫命   郭牧师  凤莲牧师  

是要说：“主啊，我还是要来爱祢，我不能不爱祢，我非爱祢不可！ 

我不爱祢，我这个生命就不知道是有什么意义了；不爱祢，我活着不

知道有什么意义了。 ”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定意来爱主。 当环

境无论怎么改变，当然不只是艰难，有时候是诱惑，世界的诱惑，我

们也要定意跟主讲说：“我定意要来爱你，我不要爱世界。 当我爱

世界的时候，求圣灵赶快提醒我，圣灵赶快帮助我，带我快快的回头。 

因为我知道惟有爱祢，是最好；惟有爱祢，是最有意义的；惟有我爱

祢，我的生命我才能够得到饱足，我才能够真正得到安息。 ”我们

趁早的就跟主说：“主！ 我要定意爱祢，我非爱祢不可，无论在什

么环境中，祢来提醒，祢来保守，祢来帮助我一直的爱祢。 阿们！ ” 

用我们的金钱、时间、体力，尽力的来爱主 

然后我们讲到要怎么样尽力了爱主呢。 尽力，力就是 Strength,

就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要用我们全部的力量来爱主，我们的力量可

以包括哪些呢？ 当然可以包括金钱、时间，当然还包括我们的体力。 

我们要用全部这些来爱主，我们要尽力的来爱主。  

在金钱方面，圣经里规定的就是，我们至少要十分之一，我们的

奉献至要十分之一。 若是我们真的想我们心里是尽力爱主，我们巴

不得能给更多更多更多。 有一个寡妇她是把她养生的两个小钱都投

上了。 （参路 21:2-4）用香膏抹主的马利亚，她是把她一生的积蓄，

买了那瓶贵重的香膏来膏抹主。 （参约 12:3）所以不是说什么十分

之一，十分之二的问题，就是巴不得越多越好，尽我所能的把一切都

献上。 

你知道吗？ 当我们在金钱方面是这样尽力爱祂的时候，其实主

知道说：这个人他的钱不会乱用，他只会用在我的身上。 祂会给更

多的，祂也绝不会使我们有缺乏的。 

把我们的时间用来爱主，我们既然说我们愿意把自己都奉献给主

了，不一定是当传道人，但是说：“主啊！ 我的生命是属于祢的，

当然我的时间，我的体力全部都是属于祢的，所有这些都是为着祢

的。 ”只要主叫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去做，只要是主吩咐的，我们

就去做，只要是圣灵有感动的，我们就去做。 

卫斯理牧师，他一生的时间，听说有四分之三是在马背上的，到

处奔波去传福音。 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一刻都没有停的，到这里，

到那里去传福音，传耶稣，坚固教会，跟犹太人的宗教辩论，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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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间坐在牢里；有很多时间在海里漂泊，反正他所有的时间都是

献给主了。 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人，他们虽然是忙忙碌碌，但是他们

一直在跟主连结，不是说他们忙了，就把主丢在一边了，他们一直是

跟主连结的。  

所以我们说把时间全部献给主。 我们不是一直忙，忙到一个地

步，没有时间来安静等候祂了，没有时间来亲近祂，甚至没有时间来

跟祂说:“主啊，我爱你！ ”忙的把这句话都忘了。 我们再忙也是

要跟祂在一起，跟主在一起。 要常常回来跟祂说:“主啊，我爱祢，

我亲祢，我恋祢，我不能没有 祢，我现在在作的更加不能没有祢。 ”

就是我们的时间是给主的，不是给工作的，不是给事工的。  

所以凤莲牧师也是很感恩，我想她很感恩有那么一段日子，主把

她剥夺了。 那个时候她太忙了，全部拿走了，全部拿走了才知道怎

么来爱主。 现在在主的爱中，在爱主当中来服侍祂，那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我相信凤莲牧师现在也是在尽力爱主。  

上个学期想请她配搭，她常常是礼拜五、礼拜六都不行，只有礼

拜天，你们的礼拜一，只有那天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说尽力把我们

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都拿来爱主。 但是不等于说我

们忙到没有时间来亲近主，忙到没有时间来安静等候祂，忙到连来跟

祂说一声“我爱祢。 ”的时间都忘了。  

我们奉献金钱也好，是先有一个爱主的心，是因为说：“主啊，

我巴不得多给祢，我巴不得多给祢，可能是现在有很多的需要。 主

啊，祢告诉我应该把钱放在哪里，我就放在哪里，越多越好。 ”假

如不是这样的奉献，那也没有意义。 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益。 ”（林前 13:3） 

对人完全的爱，首先就是把他們带到主的面前来 

我们现在有很多有钱人，他们立了遗嘱说:死了之后要把他们的

财产的 90%，还是 79%都要捐给慈善机构。 等于说把所有的周济穷人。 

就是说不留给孩子，就是周济穷人。 但是圣经里说，若没有爱，这

个爱首先是爱主，首先是爱主。 你没有对主的爱，对人的那些爱，

很可能都是虚假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的爱。  

对人完全的爱，我想首先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要对人

有完全的爱，就是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当然还有帮助他们很多

的需要。 但是最大，人最大的需要岂不是要有主吗？ 没有主，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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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的。 所以我们无论怎么帮助穷人，但是没有让他们得到主耶稣，

这个爱是不完全的，对我也没有益处的。  

所以我们是要这样的来使用金钱，这样的来使用我们的时间。 我

们有很多人就是说对人怎么好，帮助人，有些是做心理辅导，让他们

从一些困境中出来。 但是，若没有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怎么

帮她，他们的问题还是会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 只有他们自己跟

主连结上了，他们自己得到主了，他们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让孩子從小就跟耶稣连结上 

我前几个月到一些地方去，听到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见证。 

有一些做老师的，就是说他会为这些孩子祷告，当孩子不乖的时候，

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为他们祷告，甚至是带他们一起来祷告。 

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很好很好的教育，使他们知道说，在孩子小小的

时候，给他们知道说原来他们有什么事可以来找耶稣。 

我们做父母的也是，我们教导儿女就是说常常不只是为他们祷告，

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来祷告。 让他们认识耶稣，知道说有事的时候，

即使父母不在身边，他们自己可以快快的来找到耶稣，跑到耶稣这里

来祷告，耶稣会帮助他们。  

我听到开心，很多次讲见证他们家的孩子，他们就是常常这样带

着他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安静等候神。 所以他们有事，他们自己

都会祷告，甚至会看到异象，做异梦等等。 我知道雅玲、芷祥啊，

她们的孩子还比较小嘛，她们也常常带他们的孩子来安静等候神，鼓

励他们要上网课。 她们都鼓励她们的孩子要上网课，我觉得做父母

的你花这种时间，就是不只你自己在怎么陪伴他们，教他们，你带他

们进入，假如能够小小的就知道有耶稣可以亲近，有内在生活这么一

条路好走，你早早的把他们带进来，你会省去很多很多的麻烦。 你

会让他们就跟耶稣连结上了，你就可以早早的安息，不用为他们再担

忧。  

所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都要放在爱主。 爱主不只自己

爱主，把别人带来爱主，把我们的家人带来爱主。 我们现在上课的

时候，也是全家一起上的。 以前是一人一部机，那我们最近是只开

一部机，所以可能点数会少一点，但是我们是一家在那里来上网课。 

我觉得这个网校的课是对我们最好的帮助。  

当然除了网课，接着就是要鼓励他们怎么来操练，带他们来参加

小组，还要鼓励他们怎么每天都要有时间，一定要有时间来到主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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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亲近祂，来跟祂说:“主啊，我爱祢！ 主啊，我爱祢！ ”我

们没有内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讲什么的时候，就是说:“主啊，我

爱祢！ 主啊，我还在这里，我还没有走，我还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

这个时间我就是单单要给祢的，就是要来爱祢。 ” 

祈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爱衪，来满足祂 

这个也就是我们尽力来爱主，尽力来爱主。 爱主太好了！ 爱主，

我们的心就安息！ 爱主，我们就得到饱足！ 当我们真的爱祂，当我

们现在有很多很多人一起在爱祂的时候，我想到主的心也好满足、好

满足。 

唱诗：【主啊，我心爱祢】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尽量来唱爱主的诗歌，我们真的用

心唱，主会很喜欢、很喜欢。 

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爱祢！ 我们爱祢！ 但是我们想更多的

爱祢！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来爱祢！ 主啊，因为祢要

我们这样来爱祢。 我们若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爱祢，

我们的服侍祢都看不上眼。 若我们心里还留着一些想爱别的，主啊，

祢的心会不满足。 主耶稣，我们理当这样来爱祢，因为祢也是这样

爱我们，祢早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爱我们，我们只不过是要

来回报祢的爱。 

主耶稣，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会被别的事情吸引过去；

或者在艰难的时候，我们只会叹息，我们只会流泪；我们忘记来说：

我还是要爱我的主！ 我仍然爱我的主！ 很多艰难就变得不艰难了，

那些艰难就会不翼而飞了！ 因为当我们爱祢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

爱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我们什么时候爱祢，祢的爱就在

我们里边燃烧，把一切的艰难困苦就都烧光了。 

主耶稣，爱祢是我们惟一的一条路！ 爱祢是我们活下去惟一的

一条路！ 爱祢是我们服侍祢惟一的一条路！ 我们若不是在爱祢当中

来做任何事情，一切就都无益，一切就都没有意义。 

主耶稣，我们要爱祢！ 我们需要爱祢！ 我们渴慕爱祢！ 我们

要尽心、尽意、尽力地来爱祢！ 主啊，我们有很多已经在尽心在爱

祢了，在尽力在爱祢了。 主啊，我们要一直地这样，一直地尽心、

尽性、尽意、尽力地来爱祢！ 我们不要有一刻没有这样来爱祢！ 主

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 主啊，愿意我们这

个祷告也摸着祢的心！ 也摸着祢的心！ 祢也喜悦我们这个祷告！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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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我们这个心志！ 所以当我们偶尔离开祢，当我们偶尔没有深深

地爱祢的时候，祢很自然的，祢就会来提醒我们。 

主啊，愿意我们的爱真的摸着祢的心，愿我们的爱像伯大尼的马

利亚那样，其实那个时候是袮最需要爱的时候。 袮得到了，祢满足

了。 主啊，当全世界都在追求世界的时候。 当很多教会里面的人他

们只在宗教式的敬拜祢的时候，主啊，祢看到还有那么一批人，还有

那么一小群他们是想要来爱袮的。 他们是爱袮的，他们是迫切迫切

的只想更多爱袮，更多爱袮的。 

主啊，祢的心就得到安慰了，祢的心就满足了。 主啊，我们就

是在这一批人里面的一个。 我们就是这一批人，当然还有一些人我

们不认识的，他们也是这样的爱袮的。 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这么一小

群的人。 主啊，但是我们爱祢，我们爱祢。 主啊，愿祢的心得满足，

愿祢的心得满足。 主啊，什么时候祢的心没有满足，我们就非常的

痛苦，我们就会非常的痛苦。 主啊，我的主怎么可以不满足呢？ 主

耶稣，我们要爱祢。 我们要使袮满足。 

主啊，祢满足的时候，我也满足了，我们就满足了。 主啊，这

条诫命要一直挂在我的心上，刻在我的臂上。 主耶稣，谢谢袮用这

些话语来提醒我们。 主啊，这条诫命是这么重要，是满足主跟满足

我们自己的一条诫命。 我要刻在心上，主耶稣，谢谢祢。 谢谢袮先

这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爱我们。 我们谢谢袮，谢谢主。 我

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仍可以在安静中，安静中。 你继续在爱主，你

继续跟主说：我定意要爱祢，我要用我全部的爱情来爱祢，我的心单

单属于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