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MI   生命交流会   2020 年 5 月 10 日 

Page 1 of 21 
 

母親的愛是最偉大的 2020_5_10 

00:00-00：30 

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邀请师母跟我在一起，

要给母亲们献一首诗歌。要祝你们快乐，所有的母亲已经上线的，神

要祝福你们。 

唱诗歌：《祝你节日快乐》 

师母说：“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愿神祝福你们。阿

们！” 

阿们！哈利路亚！各位母亲，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赞美主.虽然

在亚洲是已经晚上了，可是我们在美国还是早晨，刚开始母亲节这一

天。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来首先为所有已经上线的母亲们，为你们

作一个祷告。好，赞美主！有一点这样的感动。请我们大家低头眼睛

闭起来，赞美主耶稣！“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耶和华使

祂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仰脸，赐你们平安。

愿意主今天大大的祝福你们，补偿你们，平时没有人注意到的，你们

的劳苦，你们的摆上。无论是为丈夫、为儿女、为这个家。愿意主耶

稣今天特别的来安慰、来鼓励、来充满，用祂的恩膏来厚厚的来膏抹

每一位的母亲。愿意你成为你丈夫一生的益处，使你的丈夫，像才德

的妇人一样，一生有益无损。使你的儿女也称你为有福的，我们在这

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但愿从你们的家中，能够得着更多敬虔的后裔。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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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 

这是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的为线上的每一位母亲，也是为我们网

校的，虽然今天是交流会，但是我们都要包括了所有的母亲，都在我

们的祷告之内了。包括周一同工的培训，感谢赞美主！相信主祂实在

是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谢谢祢！感谢赞美主。 

唱诗歌：《耶稣是我一切》副歌 

我们一起来感谢来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

主耶稣。 

唱诗歌: 《耶稣是我一切》、《神真是好》、《快乐歌》 

哈里路亚！但愿圣灵中的喜乐，能够充满每一位母亲。今天在线

上的，还没有在线上的，或者你自己，还有你的母亲，在远方的、在

近处的，但愿神的灵充满充满每一位的母亲，今天要特别的祝福你们。

哈利路亚！哈里路亚！母亲节应该不仅是就说一句母亲节快乐。真是

这一天我相信神要特别的纪念，神要特别的祝福。也要特别的与母亲

同在。 

我们在 DC 牧会的时候，每一年的母亲节，可以说是非常隆重的，

非常隆重。因为我们感觉到神看重这个日子，比我们一般人要看重。

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想到母亲，母亲是一个家里面的灵魂，母亲是

每一个家的一个基础和柱石。父亲不在了，父亲不在的话只要母亲在，

这个家还是在的，儿女们还是有家的。但是，如果母亲要不在的话呢？

这个家好像就没有了基础了，神是这样的看重母亲。但是母亲也是

最……好像不被注意的，其实在一个家里面，最劳苦的是母亲，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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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是母亲。因为母亲她的工作、她的服侍，是昼夜 24 小时的。

她是全天候的一种的母亲，所以有的人知道母亲的伟大，就说做母亲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职业，或者一个事业。可是如果不了解母亲的，

不认识母亲的，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我特别想到许多的伟人，我们就拿美国的总统来说吧，现在的这

个川普总统，他是第 45任的美国的总统。美国的这个每一任的总统，

从第一任的总统乔治华盛顿，一直到现在的川普总统。除了可能是上

一届的奥巴马总统之外，他们的母亲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很敬

畏神的，都是很爱主的。最近还有人传来英国广播公司他们还作了半

个小时的节目，去访问川普总统他的母亲的老家，就是在苏格兰有一

个岛屿，叫作路易斯岛屿。他们特别录制了半个小时的节目，而这个

岛上呢，是一个可以说基督徒，基督信仰很坚强的一个岛屿。这个教

会他的母亲所去的那个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但是没有说的

太多，只是介绍她的家乡，介绍那个岛屿还有它的历史。但是我们看

得出来，现在的这个总统虽然他是好像得救不久了。可是他也是一个

基督教家庭出生的，他的父母亲也都是基督徒，而且很多人都相信他

当任他当选为美国总统，完全是神说的，神所预定的、神所安排的。

甚至在美国有一个有这个预言恩赐的一位姐妹，一位老姐妹她说她好

几年前，神就好像对她说，有一天，这个特郎川普要当美国总统。所

以他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除了上一任之外，美国这 44 任的总统，他

们的母亲都是基督徒，可是真正知道他们母亲的人不多。 

就好像有一些神所使用的仆人，比如，据我所知道，卫理公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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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也是很伟大，生了 11 个儿子，他好

像是第 6个或者是第 4 个我记不清楚了。她真是很伟大，她就是做母

亲，她教养儿女呢，她是除了做家务照顾家庭之外，她每天都花出一

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跟每一个孩子要谈话，跟他们在一起祷告，

轮流的。她 11 个孩子后来大概有 4 个孩子还是 5 个都去世了。那个

时候的医学不是怎么发达，所以只剩下了那几个。她就排满了，每一

周七天每一个孩子晚上，她都花时间单独的跟他们在一起。那约翰卫

斯理还有他的兄弟叫查路斯，他们两位都是被神所重用的，可是很少

人知道他们的母亲。 

我又想到近代的，比如美国的布道家葛培理·葛理翰，他的妻子

也是很伟大的母亲。他的妻子叫瑞斯，是生长在中国的江苏好像是淮

安这个地方，当时呢，是她的父亲在中国的宣教士行医传教的。她嫁

给了葛培理，她为了这个婚姻她也祷告了很久，我找不到她以前为她

这个未来的对象祷告的祷告词。我现在找不到，她的意思就是她要求

神，基本上就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就是有见证的，不一定要怎么

样长得很英俊，但是是神所喜悦的。后来神就把这个葛培理就赐给她，

结婚以后也生了好几个孩子，我想可能也有五、六个孩子吧。 

现在葛培理到主那里去了，他的儿子，他们翻作叫葛福临，福临

到了，现在接替他的职事。不但如此葛福临的儿子，就是葛培理的孙

子，叫作 Rev. Franklin Graham 现在也到各地去布道了。而这个葛

福临，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就晓得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年轻

人。很野的、喜欢飙车的、骑摩托车的，在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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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是他的母亲就是祷告，多年来为她这个长子，是她的长子祷告，

没有想到如今神就兴起她这个长子就接替他父亲的职事。现在等于说

葛培理的职事，由他的儿子、孙子在这里延续下去，这是很难得的。 

我想这都是因为这位的母亲，就是葛培理的他的师母。他的师母

是爱主到一个地步，有一年有人很多人都建议要葛培理要出来竞选美

国的总统。那葛培理呢心里面也有一点有一点动了，也想蠢蠢欲动要

想试一试，后来他的师母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如果你要

是竞选美国总统，我就跟你离婚。”所以因此他就放弃了，他就放弃

了这个参政的这个念头。所以就是一直忠心传讲福音，而且他们所传

讲的福音，可以说是纯正的福音，一直到现在，他的儿子所传讲的也

是这样。 

而且他留下了可以说在基督教当中这一些比较有名的布道家,神

所重用的这些传道人，他所留下的见证最好！无论在道德、在金钱、

在家庭、各方面的见证。可以说，不管是灵恩派、福音派、或者这个

派，各个宗派都一提起他都非常的敬重。他实在是一个德高望重的，

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 

讲到他的师母，一位很伟大的母亲，她一生就是做母亲。有人有

一次跟他的师母就这样说：“你的先生经常在外面这样布道，都不回

家，他说你嫁的这个丈夫好像只有半个丈夫！大半的时间都不在家。”

你知道她怎么说呢？她说：“我宁肯要做半个丈夫，我不要那个全个

丈夫。”哦！你看这个师母，就是这个母亲她是多么的伟大！ 

当然在美国也有很多女性的企业家，很多的大公司的。尤其近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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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这些网络上有名的大公司，那些主管都是女性。可是有很多

母亲，她们实在是相信做母亲是这个世界上伟大的一个事业。提起总

统的话，好几任的总统，像以前的展森的总统、尼克森总统，他们的

母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今天突然就想起里根总统的母亲，台

湾是翻作雷根，大陆是翻作里根。Ronald Regan 他的名字叫 Ronald 

Regan。他的母亲，有一年立居屋教会的月刊，叫做《灵粮》，《  the 

Bread of  Life 》月刊。是《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作者，贾德

纳牧师所主编的，他在世的时候，那时候我都经常收到。有一期就介

绍 Regan他的母亲，那么同时也找到了他母亲亲笔所写所作的一首诗。

我就把它印出来，我就留在这里，我今天可以拿出来和你们有一点分

享。 

    Regan 总统当时他也是一个圣经教师。他有一个圣经班、一个查

经班。有十几位的妇女，她们教会的姐妹，都是她带的。她这首诗就

是讲到她升高的道路，英文叫做 Upward passway(升高的道路 )。

怎么样一直升高，一直往上去，往天上去，这个题目是这样。我就简

单的跟你们分享一点，然后简单的翻给你们听。她就是说在这条登高

的道路上，Let me behold the Savior at the end of the passway

在这一条登高的、升高的道路的终点，让我能一直看见这位慈爱的牧

人，我们的主耶稣衪在等着。她说：如果我要是:  If I behold Him 

daily standing , pointing out the way, I must forget the love 

of self and work for Him always. For if I climb this upward 

passway over deeds of love. How sweet to know and welco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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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 in glory rhythm above.我简单的这样子翻译：这条升高的道

路的异象，使我能够看见，指引这条路，我必忘记自爱。因为，我如

果以爱来服侍，在这个道路的终点，慈爱的牧人耶稣在等待！我如果

每天见到祂在那里等候，我就知道这条道路，它的终点是荣耀的。慈

爱的救主在等待着欢迎，这是何等的甘甜！我就是大略的把这个意思

翻给大家听。 

    Regan 总统可以说是近代美国人民最爱戴的一个总统，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有两任总统可以说是老百姓最爱，也不分党派，

不管你是什么党，都是他们所爱的。一个是 50 年代的艾森·豪威尔

总统，那另外一个就是 80 年代的 Regan 总统。这两位总统他们的母

亲也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今天就特别想到，我相信是主这样提醒

我，把 Regan 总统的母亲，她的名字叫 nelle（英文 00:26:57）。也

许是圣灵这样带领，让我跟大家分享，能够鼓励所有的母亲，也让我

们平常对母亲不够重视的那个地方、不够尊敬、不够爱的地方能够被

提醒。 

这个家我常常觉得说没有父亲，这个家还是可以存在，但是没有母亲，

这个家孩子就变得没有家了，就是母亲那个重要。那我们在线上的，

参加交流会的。你们有的人是自己是母亲，有的还有母亲存在，所以

真的要好好的爱你们的母亲！我如果有机会我愿意跟年轻的人说，你

们要好好爱你们的母亲。你们要体恤你们母亲的劳苦，母亲的爱。我

想你们大概都知道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爱。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母亲的

爱是数算不清的，你无法估计的，也可以说是无限的付出。这个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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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来的呢？我相信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在预备母亲，在造男造

女的时候，就把母亲的爱放在祂所造的那个女人的里面。哦！多么伟

大！我们都说母亲的爱是最伟大的爱，而母亲的爱也是来自于上帝的

爱。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特别的来纪念所有的母亲，也要为母亲祷告。 

00:30-1:00 

有一次我的几个孩子，一部分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孙儿，

聚集在这里好像是庆祝母亲的生日啊，我不记得了。那一次有机会我

就勉励，讲了几句话。我就说：你们长大了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父母。

在圣经十条诫命的里面，只有一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那一条的诫命

就是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的要在世长寿，不要忽略孝敬父母。我想

孩子从小的时候，越早越早的这样的把圣经神的话教训传给他们，从

小就比较容易领受，他们长大了以后就不会忘记。我想到我们的孩子

当他们这样孝敬父母时候，我就看到神就是这样的祝福他们，神的话

就是那样的可信可靠。所谓在世长寿，不是单单让他的寿命可以长，

那就是表示神一生一世都要祝福这样的人，你们现在如果还有母亲在

的话，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能够来爱你们的母亲、来孝敬你们的母亲。 

最近我有收到这个季度的我们周一的同工的训练，有一些这个季

度的报告，有的很好。有的他自己家庭的见证、或者是跟丈夫的、跟

父母的。我还有一点时间，我想短短的、有一个很短的只有三分钟的

一个录音，也是怎么样和母亲的关系改善了，难免的我相信在我们线

上啊，还有的人可能跟母亲的关系呢还需要来改进的，现在为时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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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主能够做，主能够使我们的家庭和睦，无论夫妻之间，或者

是父母、儿女之间，神都会帮助我们的。 

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呢，神非常看重家，神非常看重那个家庭的

见证。我们往往把服侍放在前面，可是在神的这个心目中啊，祂不是

把服侍放在前面，祂是把家庭放在前面。要留意这个短短的这一篇的

录音，我放给你们听。这是成都一位姐妹，她跟她的母亲相处，也许

我就不提名字了，你们只要听了就可以。 

成都姊妹见证： 

“周爸好！周妈好！感谢主在这三个月中，神在我生命中作了美

好的工作。周爸有一次在录音中讲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真正

的认识神，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对这句话我是非常阿们的。在一

至三月中，因为病毒疫情的原因，我和妈妈就长时间的间隔、相处，

我和她之间的更深更深的关系和冲突矛盾，就更深表现出来。但是感

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作这美好的工作，在圣灵的光照下我看到了自

己的本相，第一次深刻的理解蒙恩的罪人的真实的含义。神的恩典让

我不再挣扎，降伏下来，愿意专心依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相信祂，相信祂在我的里面，相信祂比世界上

一切都大。 

因着神的爱、真实的经历祂的爱，更深的明白祂是我一切问题的

答案、是我的宝贵，所以我就渴望能完我地爱祂。神在我和妈妈的关

系中作了奇妙的、彻底的清理、医治、释放、恢复、和好。所以说我

当我愿意、渴望完我的爱主的时候，我也能够去爱妈妈了，也能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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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里有爱了，真的能够不是强迫自己，不是头脑中，是从心里面看

到妈妈是神给我的祝福。原来从来不认为妈妈爱我的，现在我也知道

她爱我了，神调整了我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幸福的就是说完

全的相信、交托、依靠，成为我的那种操练的动力，也愿意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每一天都是新的。因着看到自己的软弱，

所以说就只有每天不断地、不断地进入到神的里面，与祂相连、与圣

经相连、与圣灵相连，当这样的时候，就更多的愿意住在祂的里面，

活出祂的生命。周爸，这就是我这三个月来的真实的生命的经历，感

谢主！也感谢主使用您，愿神赐福二老，以马内利。” 

我看到这些心得报告，其实就是他们生命见证的分享，我看到了

以后我就很受感动，也很受激励。因为看到神在许多的，尤其是周一

的这些同工培训，他们很认真的都在学习生命的功课，我就很受、很

受激励。有的时候，我听听听听我就想流泪，因为我不太容易流泪，

可是有的时候，也真是情不自禁的就眼泪就流下来，就看到神这样的

在做工，祂的爱。就想到耶稣就是那么的好，只要祂来了，好像问题

就容易解决了，也就这样的解决了。祂来了好像就有爱了，祂来了就

有良善了、温柔了、和平了，这些都有了。 

最近的这个疫情，我们也看到只是说从好的这方面来说，尤其从

圣经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从圣经的角

度来看的话，也是带来了很多的益处。这个疫情最大的益处当然就是

使得很多的家、家人、平常很少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的，那现在呢就

不得不留在家里面，而且政府这样的规定，这不只是一个地方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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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许多的国家都是这样噢。所以这么样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全球性

的这样的一个变动，这样的一种的作为，你想如果不是神在其中，怎

么有可能！但是，我就想到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现在线上聚

会的人，不能够实体聚会的话呢，那只好用线上来聚会，现在线上聚

会的人反而比实体的人更多了。这个我相信在中国、在美国、在加拿

大，恐怕都是这样。 

前两天呢，我听到就是前天 5 月 7号那天，是美国一年一度的全

国祈祷日，专门为这个国家祷告的。这个是以前国会通过、总统签字

的，这样定为一个好像是一个国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在那一天好多

人在电台电视上电台上都为美国祷告。我那天开车的时候就打开收音

机，我就听到好多的祷告，我也听到他们访问了纽约有一间很大的教

会的牧师。这个教会也是有几千人，最近好像也慢慢的开始有实体的

聚会，不过多半还是在线上。这个访问的人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你

对于最近这个美国教会的这个境况，教会的这个属灵的状况你有什么

看法？尤其这个疫情发生了以后。”这个牧师他就指出来，他说：“毫

无疑问的，现在这个人的心就渐渐的就多一点想到上帝了，线上聚会

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了。”据他所看到的这个疫情所带来给美国的一个

好处就是这样，还有就是为美国祷告的人也多了。他没有用这个‘觉

醒’这两个字，好像美国在渐渐的在有一点觉醒，对神的那个心有一

点点的觉醒。这是他给的整个的这个报告，那是一个正面的，也是一

个积极的，这就是美国这个疫情所带来的这个好处，这是从正面这样

来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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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从圣经上来看的话，《玛拉基书》最后一章大概是最后一节说：

“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神就差遣以利亚来。”（参玛 4:5）以利亚

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就是“使儿女的心能够归向父亲，使父母的心也归向儿女。”（参

玛 4:6）这是指着家庭的，地上家庭的那个和睦来说，同时也是指着

神的家，祂的儿女的心要归向父亲，父亲当然的心早已经归向儿女，

这个时候好像像那个父亲欢迎那个浪子回头一样的那种的心态。所以

线上的聚会人多、越来越多，我相信有个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神的

同在多，神的同在、神的恩膏、神的话语要吸引更多的人。所以这个

疫情有好处、有带来的好处。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持续。我有一点就是想到这个美国 911 事件，

在纽约的那两栋世贸大楼被炸毁了，然后又是 DC 的那个五角大厦，

还有其他地方，那一阵子确实人心好像都在纷纷的归向神。尤其是这

个标语：神祝福美国“God bless America”，这个标语到处都可以看

到。各个大楼、高楼大厦挂着这个标语，汽车上也贴着这样的标语，

那是很普遍。但是好像那个复兴的火就是一时，没有再继续的燃烧下

去。这是 2001 年的事，现在已时隔十九年、将近二十年了。我觉得

这次我们还要加紧祷告，不但不要放松，还要加紧，继续的为美国祷

告，继续的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继续的为着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

团契或者是小组。这个线上的聚会，就是但愿这个圣灵的火能够越烧

越旺！真的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先，等到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了，

那就是主耶稣来了，那也就是世界的末日要来到的时候。在这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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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之前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归向神，我们还要加紧祷告。因为圣经

也是说：“现在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是蒙拯救的时候。”（参林后 6:2

下）而我们追求主是现在，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祂，趁着

耶和华可以求告的时候求告祂。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刚才那两节经文

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现在就是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都有一个责任，神也是在这

里要呼召我们，要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要彼此的要相劝，彼此的鼓励；

趁着还有今天要多多的祷告，真是这个福音要传。我觉得现在我们讲

传福音的时候，要记得有深度的福音啊，也有粗浅的福音啊。初步的

福音就是向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没有得救的去传，那个深度的福音就

是向那些不冷不热的，也许多年信主还是不快乐的、还没有得着的、

还没有进入这个内在生活的，他们还需要来听这个深度的福音。所以

不要忘记，我们要传的福音是很多的。当然我们必须自己首先要进入，

假如我们自己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

呢？我们传给别人的不是福音，那是一个普通的讯息，那是一个知识、

新闻呐。我们要把真正的福音传给别人呢，我们自己要进入这个福分，

而进入这个福分的路，神所给我们 JMI 所看到的，就是回到圣经里面

来，对准神的话来看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合乎圣经。第二就是要与圣灵

连结，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是不能没有的，

不能有任何的理由你不接受圣灵、不讲圣灵。因为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没有生命，你就没有灵魂。 

我以前有说过了，这个圣灵就是教会的灵魂，圣灵就是神所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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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永生——永远的生命，圣灵就是叫人活过来的——从罪恶，死在

罪恶过犯中的人活过来的。不能没有圣灵，可是必须是圣经上所说的

圣灵。如果我们没有跟圣灵这样的来连上的话，我们没有生命，我们

永远是好像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有的人死的话，就是死到一个地步，

对罪恶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有的人还有一点良知。所以我们不能没

有圣灵。那么当然圣灵就是神，当我们一旦与圣经、与圣灵连结的时

候，我们很自然就与生命的主，那个死而复活的主，因为祂是生命，

所以祂死还要复活。祂死不是为自己死，乃是为世人、为罪人死。祂

复活也是为罪人活，祂复活是好叫我们能够得着祂那个复活的生命，

好叫我们跟祂一同活过来。保罗也是这么说，圣经说：“神祂因为爱

我们的大爱，祂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参弗 2:4，6）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生命，才能够有属天

的经历，才能够与天来连结。 

所以这个连结，这个三个连结实际上就是一个连结，不能没有，

这个福音就是在乎这个三个连结。你初信的人也必须，也要跟这位复

活的主连上，也要从圣灵重生，也要得着圣灵才可以，当然是要照着

圣经。所以我就说神给我们的这个三个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这个三

个原则也可以，或者是三个方法也是可以，但是总之，是叫我们得生

命，是叫我们得永生。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地享受在主里面的那

个福气。这个福气呢，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赐

给我们，也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是叫做福音。不是单单告诉人家

耶稣是救主，信耶稣上天堂就够了，不是这样！你还有连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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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圣灵的问题，还要照着圣经。 

还有你自己所传的，必须是你所有的，必须是你所经历的，所享

受的，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传递知识，那你就是跟现在的这个网络上，

尤其那个 Google，你要什么资料马上一打，它就会给你有答案了，

那没什么两样。我们传递的乃是生命！乃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让

人可以能够相信！可以得着！你得着了以后，当然你的一生啊，你就

不一样了，你的生活，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有内容了，你就有意

义了，你就能够影响别人了，这是必然的结果。感谢主！ 

好，我想今天我就分享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有一些的祷告。今天

是我们五月份的第一次恢复了这个生命交流，我们以后会有一些见证，

会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在线上的，如果还有的人，

你还没有听到初步的福音的，或者是深度的福音的，还没有听到的，

我要带你们祷告，要来领受，你要来领受。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打

开你的心，就是这样来接受，来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圣经所说的，可

以说基督教最有名的一句话了，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 16 节了，

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

至灭亡，反得永生。”祂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祂将祂的儿子赐给

我们，不仅是死在十字架上，祂是要赐给我们！可是我们要相信，凡

叫一切相信的，不信的人得不着，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反而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不要只想到上天堂，这个永生就

是神祂的生命，祂是永生的神，祂把祂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才是得永

生。不但是说等到我们上天堂，我们今天就可以得着，现在就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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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们在线上的，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话，也许朋友邀请你来的，

你就可以跟我祷告。 

还有呢，你已经信了耶稣了，可是你还不清楚是不是已经重生得

救了。所谓重生得救只是你对圣灵的一个初步的经历，这是圣灵在你

的身上所作的一个重生的工作，什么时候作呢？就是你把你的心打开，

你把你的心这样，就是这样：“主耶稣我相信祢，我相信祢是上帝的

儿子，祢是世人的救主，祢来到这个世界上，祢就是这样为了要拯救

我。”也许你做过这样的通常称作是‘决志的祷告’，可是你如果是做

了以后啊，你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那就是不够，不够，恐怕你还

要来领受圣灵，你还要接受圣灵，像圣经所说的：“信耶稣的人还要

受圣灵。”（参约 7:39）耶稣也说：“你们受了水洗，可是还需要受圣

灵的洗。”（参徒 1:5）而这个圣灵的洗就是绝大多数基督徒所缺少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享受到在这个福音里面的这个福分，那就是缺了

这一步——这个第二步就是这个圣灵的洗。 

这个水的洗只是一个悔改，只是表示说：我悔改，我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犯罪了；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

徒，我要重新做人了。这是这个水的洗礼，这是初步的一个意思所代

表的。但是还有更深的意思，水的洗礼更深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

的这个连结，与主的连结。那个水洗说到与主的连结：就是祂死了，

我们在祂的死的形状上，就是祂死了，我们在祂里面跟祂一起死了，

也就是说我们接受祂的死。我们所信的耶稣，要记得是死而复活的，

我们要相信祂的复活，我们也要相信祂的受死。我们接受祂的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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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信和祂一同死，在祂里面和祂一同死，然后和祂一同埋葬，也和

祂一同复活。换句话说，耶稣所经历的死而复活，我们要用信心来接

受，与祂连结就是要“死、埋葬、复活”，都要跟祂这三方面的连结，

然后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新的人，或者说是新造的人，或者是一个重生

的人。这个经历，我们怎样才能够经历到这个与主耶稣死而复活的一

个联合呢？怎样在经历中可以能够这样享受到呢？那就是在圣灵的

里面，只是必须要领受圣灵的洗。那个圣灵的洗，它的重要就是在这

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圣灵的洗，我们无法进入实际的经历，我们

无法得着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耶稣基督祂所经历的这一切。只能在

圣灵的里面，我们与祂联合，与祂的死联合，与祂的埋葬、与祂的复

活联合。 

1:00-结束 

所以，如果你要是来看圣经的话，《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讲到受

水洗的那个意义。第八章就讲到在圣灵中与祂连结，就能够进入第六

章所说的那个经历的里面。《罗马书》是讲到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

比较完整的一卷书，但是它是有进度的，你不能够只有《罗马书》第

六章的水的洗，而没有第八章的那个圣灵的洗，圣灵的经历，那不能，

那就不完全。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基督徒受了洗以后，受了水洗以后，

就是多年来没什么改变，多年来依然故我。他们以为去教会啊，或者

有些服事，参与一些服事，为主做一些事情，这些就是他的信仰，不！

他还没有接受那个第二步，就是罗马八章的那一步，缺少了。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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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次，无论是讲课或者是讲道，我特别是，我信主当然已经是五

十多年，我特别要在这个近几十年里面，当我经历到那个圣灵的洗它

的重要的性的时候，我就每一次尽可能讲完道，我就带领弟兄姐妹一

起来祷告，来领受圣灵，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入我们常常所说的

那个内在生活。所谓内在生活就是基督活在你的里面，你就是与主联

合了，你进入这个罗马第八章的这个经历了。 

我们不要受这个名词的限制，不要以为这个内在生活就过了，就

是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在生活的意义很广的，千万不要把这个内在生

活领会到就是安静等候神，就什么都不做了，就是安静等候神，或者

就是跟随圣灵，好像其它都没有了，不！这个内在生活它的意义很广，

很广泛这样。我在这里再提，需要我们好好地读圣经，需要我们在圣

灵的经历当中，要不断地进深，不断地追求，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叫

做内在生活，我在这里顺便这样提一下。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现在请我们预备我们的

心，我带弟兄姐妹，包括你还不清楚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现在我要跟

你们一起祷告。只要把心打开，我告诉你，耶稣随时都会进来！圣灵

也随时都可以进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主，用圣经的话来说呢，

我们里面的那个帕子就什么时候就除去。那个帕子啊，就是一个阻隔，

一个阻挡，或者一个蒙蔽，使我们的心跟主一直有一个阻隔，有一个

间隔。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向主打开，圣灵就会进来，耶稣就会进来！

我常常就是提到祷告的时候，你眼睛如果一闭，心就比较集中。我常

常鼓励祷告的时候，把两个手举起来，你一举起手那个心就向神打开，



JMI   生命交流会   2020 年 5 月 10 日 

Page 19 of 21 
 

这个时候圣灵就很容易进来。但是你不要等候感觉，就是不要以你自

己的感觉为准，你要以神的话为准，神的话！神的话说：“求就得着，

叩门就给你开门。”（参太 7:7-8；路 11：9-10）有时候我们叩门，不

是用手叩门，我们的心说：“哦，主啊，祢来！”这就是叩门！祂就会

进来，祂就会给我们开门。 

还有圣经也说：“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雅 4:8）你祷告神，

神就必垂听；你邀请神进来，祂必进来，祂已经等着要进来了。就是

这样相信，不要以你的感觉为凭。要记得，有没有感觉那个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你相信圣经的话，你相信神的话。好吧，那现在呢我们一

起来祷告，一起来赞美主！预备我们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

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耶稣！ 

唱诗：《哈利路亚》 

一边唱一边用心来接受。我要耶稣，用你的心，打开，用你的心，

很简单，就这样。我要圣灵；哈利路亚；圣灵充满；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要相信，相信耶稣，相信圣灵，你唱的是心里面用你

的心这样来相信。我要相信，阿门！ 

    唱：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

要相信，我要相信； 

    圣灵重生。唱：圣灵重生，圣灵重生，圣灵重生，圣灵重生； 

    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圣灵充满，当我们唱的时候就这样相信。唱：圣灵充满，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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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用信心，这样来宣告：主工做成，就是 4个字，主工做

成。唱：主工做成，主工做成，主工做成，主工做成；哈利路亚，哈

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刚才有一句话来，也是主耶稣所说的，说：“凡你们祷告的，要信是

得着的，就必得着。”（参可 11：24）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

们刚才所祷告的，虽然很简单，但是主都知道。无论是重生，有的人

还没有重生，重生，我们相信圣灵做了，做成了；有的人还没有被圣

灵充满的，我们相信圣灵充满了，充满了，不是等感觉，以后就会知

道；有没有重生，以后也会知道。赞美主！主工有没有做成，现在是

相信，以后才会看见，所以，一切都是信心在前，然后事实就会显明

出来。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 

   “主啊，祢的恩膏继续地停留在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继

续地膏抹，继续地作工，照着每一个人，他的需要，他的程度，主啊！

祢作，作得更多，尤其是母亲，哦，主啊！那个恩膏一直在她们身上。

主耶稣，真的是她们经过这一次的母亲节，她们的里面更有力量了，

因为与祢这位能力的源头的主所连上了，主啊！让她们知道，祢的恩

典是够她们用的，祢的力量，祢的智慧是够她们用的，主啊！赐给她

们有充足的信心，让她们在以下的年日，有的孩子还很小，或刚生下

来的，也许还不到几个月，特别与这样的母亲同在；有的孩子已经大

了，主啊！无论是上中学上大学的，主耶稣，祢还要加添智慧给她们，

加添能力，主啊！无论她们的丈夫有没有帮助，有没有理解，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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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知道。人所看不见的，祢都看见了，她们所付出的。主啊！她们在

暗中的祷告，她在暗中所流的眼泪，主耶稣祢来为她们擦干，祢来侧

耳垂听她们的祷告，照着她们所求的意来成就。主啊！使她们真的有

敬虔的后代，能够参神，哦！照着祢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无论在哪一

方面，政治也好，在教会也好，在经济，在护理，或者任何社会的一

个层面的里面，将来都要祢得着荣耀。主啊！也让我们做母亲的都知

道，哦，主啊！祢在，祢在，祢在天门那里等候着，欢迎着，有奖赏

赐给她们。像祢对里根的母亲所显现的一样，我这样的祈求、祷告和

祝福，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赞美主！好，那我们就

说再见了，最后母亲们还是母亲节快乐，北美的更是这样，赞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