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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課 ND-304《與主更親，愛主更深》 

于宏潔弟兄 2014年 2月 23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你們親近 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 4:8) 

 

禱告： 

主啊，我們謝謝祢這樣愛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們帶到祢寶座前；一次又一次用祢的聖

言堅固我們、安慰我們、鼓勵我們。主啊，為著我們這一生能夠蒙愛、能夠認識祢，我們真的

是何等的感恩。主啊，幫助我們照著這個題目所說的：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與主更親，能夠

愛主更深，讓我們這一生都能在這條路上上行又上行。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今天我們要講《與主更親，愛主更深》。我們知道福音不光只是為了叫我們得救，福音更

是要我們能夠得到更豐盛的生命，得到主自己。我們傳福音的時候，都特別強調一定要建立起

個人跟 神直接的關係。但是你卻發現我們基督徒過久了，很多的時候我們缺少跟 神那種第一

手的、深入的、親密的、持續的關係。所以我們成為基督徒了，甚至已經是老基督徒了，但是，

我們常常就只是嘗到救恩的初步，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史百克弟兄講過：仇敵在人身上最險惡的攻擊就是蒙蔽。什麼叫作蒙蔽呢？就是你該

看到的，牠不讓你看到；或是你自己以為你已經看到了，但是其實你沒有看到。保羅也在《哥

林多前書》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

8:2）很多的時候，我們覺得已經信主了，而且也常常感受到主的同在，在聚會裏唱詩也常常

很喜樂，參加禱告會有時候也很感動。弟兄姊妹，這些都是好的，但是不夠。別的我不敢講，

但有一件事情我絕對知道：就是我們每一個人跟 神的關係應該不止這麼一點。祂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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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的海洋，我們可以無限量地往深處去，我們能夠得到更多，能夠進到更深。 

所以曾經有弟兄講得很好，他說：我們跟 神要有多親近，在乎我們自己的決定。 神

已經把救恩都預備好了；祂的同在，祂的應許是不改變的事實；祂的同在、祂的恩典永遠是豐

富的，足夠我們一生都享受不盡的。但是如果我們裏面缺少這樣的經驗的話，我們要有不甘心。 

我常常講仇敵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之間真實的聯結；仇敵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枝子連在葡萄樹上。因為什麼時候我們跟天是聯結的，什麼時候仇敵在我們身上

的詭計就要失敗；什麼時候我們跟天之間是聯結的， 神的祝福就要臨到我們， 神的

旨意就要通行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要在主的面前，非常積極地跟主說：“主，我跟祢的

關係應該不止這麼一點點。” 所以，詩歌 276 首 “主，使我更愛祢” 的三節歌詞裏，講到了 24

個 “更”，就是我們要在主的面前，永遠不停止我們的成長。 

《與主更親，愛主更深》是我 12 年前的系列講道，當時我一共講了 12 堂。那時候聽過這

個系列的，請舉手。將近有 10 個人。轉眼之間 12 年過去了，大家有沒有與主更親，愛主更深？

我自己昨天在算我是什麼時候講的，一想是 12 年前講的，你知道我的感覺是什麼嗎？汗顏哪！

真的是很慚愧 ─ 12 年前就講這個道，到今天跟主的關係還是這個樣子！如果我們不斷地進

深，我們跟主的關係應該是很親的。 

 

一、 「神樂意與人親近」是貫穿聖經的中心思想之一  

 伊甸園 會幕 應許之地 聖殿 以馬內利 教會 聖徒 千年國度

新天新地  

我們現在要來看的這個題目，是很重要的。與 神親近並不是我們一廂情願，與 神

親近也不光只是我們的渴慕。如果我們真知道原來 神更樂意與人親近，那麽，與 神

親近是一個很甜美的思想，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encouraging）的思想 — 原來 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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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見我們。你如果很想見一個人，但那個人不管是因為官太高了或者錢太多了，怕你

去找他，或是怕你麻煩他，他不想跟你交朋友，那麽你就很辛苦 — 你想見他，他卻

不想見你。但是，這位至高的 神居然樂意想跟我們在一起。 

《聖經》裏面，有幾個中心的思想是貫穿整本《聖經》的。它們好像幾條線一樣，

從《創世記》一直可以拉到《啟示錄》— 這幾條線都是讀經的人，一定要注意讀的。

例如說：屬靈的爭戰就是貫穿了整個《聖經》的一條線，從《創世記》開始就有了，

一路上都是屬靈的爭戰，一直到《啟示錄》，那個爭戰才結束。當然更重要的是關於基

督、彌賽亞，因為基督是整本《聖經》的中心思想。教會也是一條線 — 在《舊約》

裏是國度，在《新約》裏是教會。還有救贖，也是《聖經》裏面從頭拉到尾的的中心

思想。 

今天我要講的這個 — 我們的 神樂意與人親近— 也是《聖經》的中心思想。

從《創世記》伊甸園開始，你就看到。當 神把萬物都造好了，然後造好了伊甸園，最

後 神才造人。你看祂把恩典都預備好了，才造我們，對不對？然後祂把人安置在伊甸

園裏，你就發現耶和華 神與他們同在。直到有一天，亞當、夏娃墮落了。 神臨到的

時候，他們開始躲藏起來。其實 神一直都願意跟人同住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 神跟以諾、跟挪亞同行 — 神與人同行，人與 神同行 — 祂

其實是樂意跟人在一起的。更明顯的是，摩西帶領百姓出埃及、進迦南的時候， 神建

造會幕，對不對？所以《出埃及記》第四十章，當摩西照著山上的樣式把會幕建好的

時候，「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會幕」，神已經迫不及待了，房子一好，祂就住進來

了。所羅門蓋聖殿，聖殿一蓋好的時候，耶和華的榮光充滿整個聖殿，那個榮耀

大到一個地步，連祭司都沒有辦法站著盡職： 神就是在那裡，那樣地迫不及待！ 

約櫃被擄後，被運回來的時候，「牛直行大道……不偏左右」（撒上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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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到 神那麼渴慕、歸心似箭地 要回到 神百姓中間來 — 這些都讓我們可以

感受到我們的 神這麼捨不得離開我們。 

再往下走，聖殿完了以後到《新約》，主耶穌來了，祂的名字叫 “以馬內利”。

祂不光名字叫耶穌，要把我們從罪惡裏面救出來  — 這是整個救恩的準備

（preparation）或是一個根基（foundation）— 但是，目的是“以馬內利”：祂要

把我們帶進 神的同在，讓我們與 神和好，讓我們能夠以 神為樂，能夠跟 神

面對面地相交。弟兄姊妹，這都是《聖經》上偉大的思想，都是《聖經》上確定的應

許和事實，但是仇敵一直要蒙蔽我們。 

《新約》的福音書以後，就講到教會。《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十六節講到說：「豈

不知你們就是 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講到今天教會是 神的居所， 神

住在我們中間。我們的身體也是，《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十九節說：「豈不知你們的

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

己的人。」這講到我們個人也居然成為 神的居所。弟兄姊妹，你看我們大家聽道的

表情以及講道的樣子，就曉得我們都只嚐到皮毛而已，對不對？ 

以前有個弟兄跟我們講：如果 神是那個莫大的能力，你想想看，你會沒有感覺嗎？

你的手如果去摸高壓電，你先不要說高壓電好了，就一百一十伏特。你的指頭去摸一

下，你假如準備好去摸它，都會很緊張，對不對？才一百一十伏特而已哦。到兩百二

十伏特的時候，你都已經要叫旁邊人拿著棍子，準備把你打下來，對不對？但是我們

今天在碰到這個宇宙萬有的主宰的時候，祂裏面充滿莫大的能力，我們卻是沒有感覺。

因為我們畢竟是活在肉身裏面。我也不是要去定罪大家，我也是一樣，對不對？你要

光去靠想像沒有用的。我們今天信得太遲鈍，加利利人信得太遲鈍，加拉太人也是一

樣。「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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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還要靠自己那一點點的力量來過基督徒的生活嗎？為什麼沒有想到聖靈已經內住

了呢？為什麼沒有想到 神能夠照著那個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力，就是祂自己，要充充

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這個是講到得勝。 

我今天是要講 神的同在，親近 神。教會是祂的居所，我們個人也是祂的居所。

你不管到哪裡去，都帶著至高者的同在和生命，你不覺得是很榮耀的事情嗎？ 

每一年看到回教徒去麥加朝聖的新聞，我接著就在等新聞要報告這次又踩死了多

少人。每一次都是幾百萬人跑到麥加那去朝聖，然後不是這個臺子塌了，就是人擠人、

踩死幾百個人，甚至踩死上千人。他們趕到聖地去朝聖，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朝聖一

次，抵得上他們個人八萬次的禱告。去了一次就省很多了，馬上信用（credit）就增加

很多。所以他們再擠都要跑到聖地去看一趟。但是我們不需要。 

在東京有個弟兄，他以前每次軟弱的時候，就去爬東京鐵塔，爬到最高樓，因為

他覺得那樣離 神近一點 — 其實他真的不需要這樣做。我們不管到哪裡去，哪裡都

是以馬內利；不管到哪裡去，哪裡都可以成為聖地，把腳上的鞋脫下來。我們

的 神是跟我們同在的 神。今天祂住在我們裏面，揀選我們作為祂的居所 — 作為

居所，就表示祂住在裏面，對不對？我們很多朋友只是點頭之交，能夠一起吃頓飯的

都已經算是很不錯的朋友，對不對？你會把他接到你家來住的，已經更少了。更不要

說不是只住幾天，而是一直住在一起。所以， 神揀選我們作祂的居所，就表示祂要跟

我們同住，不然為什麼叫我們作祂的居所呢？祂揀選我們作祂的居所，一方面說到

祂要成為我們的生命，成為我們一切得勝的根源；另外一方面就說到祂跟我們

的關係。 

所以，我整個的信息一直講 “被改變的生命” 與 “被改變的關係”，因為這兩

件事情是讓我們帶進被改變的生活與事奉的根基。沒有這兩個的話，我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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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跟事奉常常都是在這裡人的努力、人的掙扎；通通都是有限的；通通都是可

能不被 神悅納的；通通可能都是草木禾秸，被火一燒，不能存留的。 神要的

是從生命裏面出來的， 神要的是從那個對的關係裏面出來的。 

接著下一步就是千年國度，這地要成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國，祂要在地上設立寶

座，祂要在這裡與百姓同住。《啟示錄》第二十一章：「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

要與人同住。」（啟 21:3）最後，整個新天新地出現了， 神永遠跟我們同在，那

時候我們可以親眼見著耶穌，親自在祂的寶座前圍繞祂、讚美祂，所有的同在

變成眼見。今天的同在是在信心裏面。 

這是講到 神樂意跟人同住。所以我們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脫離我們對 神的舊觀念。

我以前跟你們講的那個人，禮拜天不聚會，而去海釣，碰到大風浪的時候，他對 神的

禱告說：“ 神哪，祢看我信主十五年了，我從來沒有打擾過祢，請祢這一次就聽我一

次禱告吧。我保證未來十五年也不來打擾祢。” 這是我們對 神的觀念。你覺得他好笑，

十五年沒有禱告，你不可能。但是你那樣的間斷的關係，從永世來說，和十五年相比

也沒什麽大區別。今天我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也常常是間斷的：有難處才找 神，

沒有難處根本不在乎 神在哪裡。我只要還平安就好，還快樂活著就好，我只要

還可以就好 — 這不是 神要的關係。 神要我們跟祂更親，愛祂更深，能夠體會

到祂是那麼樂意親近我們，和我們在一起。 

我的父親是很嚴格的，他的家教是嚴父慈母。所以，他說好人(白臉)讓媽媽當，他

就扮黑臉。所以，他的黑臉真的扮得很黑。我們家六個兄弟都怕他怕得要死。我哥哥

已經很羨慕我了，因為我是老么。我岔開來講一下: 我每次講三個孩子，老二就是被

忽略的，我告訴你老么也是被忽略的。家裏面只要是三個孩子以上的，老么性格都不

健全，因為都是被欺負的。我哪一天再來講老大也是被欺負的。所以，每一個兒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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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都有他的苦水的。 

我爸爸非常嚴。所以，他只要下班從前門進來，我年長的三個哥哥就全部溜掉，

連面都不敢見，除非是被爸爸叫來。我是當炮灰，因為我爸爸血壓高，他三十歲就開

始吃血壓藥。醫生說不能低頭，因為低頭會漲血。前幾個禮拜，我還跟斯坦福大學的

一個朋友談我血壓的問題。他說：你一低頭，血壓可以在霎時之間增加四、五十的。

可是我爸爸偏偏穿軍用鞋，而穿軍用鞋是要綁鞋帶的，所以，每次他上班前、下班後，

都是我去幫他繫鞋帶、解鞋帶。 

直到有一天，我父親五十多歲的時候，國家要重用他，他要升官當處長，管台灣

所有的軍工廠。結果他發現小便有血，就去檢查，結果是膀胱癌。我記得那一天，當

他從臺北醫院檢查回來，回到家後，我到他房間，給他倒水，坐在他床邊，這是我鼓

足勇氣才敢坐在他旁邊，我們從來不敢跟他近距離的。那天，他就這樣看著我，抓著

我的手，跟我說：“宏潔，我這輩子當爸爸都是當嚴父，其實我心裏非常地愛你們。”

他講完眼淚就下來。這是我第二次看見我爸爸哭。第一次見到他哭是我奶奶死的時候。

那天他在我面前掉眼淚，講到他的孤單。我才曉得其實再嚴格的父親，他心裏也是愛

孩子的，只是不知道怎麼表達。 

從那天開始，我就比較敢去陪我爸爸講話。所以，你看他現在老了，他跟我坐在

一起，他常常頭就靠著我的頭，這是從小連想都不敢想的。一個曾經這麼高高在上的

父親居然會跟我頭靠頭！碰到他的頭都像觸電一樣。但是，再嚴格的父親，他裏面也

需要愛。更不要說這位偉大的 神，眾天使圍繞祂、敬拜祂。就像 Aaron 那天講的，天

使唱詩敬拜雖然美妙，但是當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一唱，當我們這些地上的兒女一來

親近祂，祂就安靜（silence）所有的音樂，祂要聽我們的禱告，祂要聽我們在祂面前

的讚美，因為祂樂意跟我們親近。我們的 神真是一個滿了愛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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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講到那個老弟兄，在一九八二年、八三年回中國的時候，那個時候中國的

經濟情形跟現在不能比。回去都要擺宴席，請親朋好友吃飯。他那天擺宴席的時候，

所有的親人難得看到這麼多好吃的菜，都在那裡拼命誇啊、吃啊、搶啊。只有他的老

母親對桌上的菜視若未睹，一點都沒有興趣，兩個眼睛就看著她分隔了三、四十年的

兒子，從海外回來的兒子。他幾次停下來說：“娘啊，你吃點東西啊。” 他的媽媽就是

捨不得吃，一直看著她的兒子，知道他很快又要回去了。臨走前一天的晚上，他根本

睡不著覺，捨不得離開他媽媽。他說他媽媽夜裏幾次躡手躡腳地走到他的床邊來看他。

他說： “我不敢跟我媽打招呼，因為我一打招呼，她就不敢再來了。我就讓她來看我。” 

弟兄姊妹，這是說地上的母親、父親都這樣愛我們，更不要說天上的 神，祂

是最完美的父親，祂是用永遠的愛愛我們，祂是用捨命的愛愛我們，祂要把最

美的愛情、最親的愛情賜給所有屬祂的兒女。所以，《約翰一書》第三章，老約翰

說：「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

兒女。」（約壹 3:1）不光地位上被稱為 神的兒女，底下他接著說：「我們也真是祂

的兒女」— 這是主觀的經歷了：是可以嘗的、是可以經歷的、是可以享受的。親愛

的弟兄姊妹，地上的爸爸媽媽都不完全：生身的父親可能會隨己意管教我們，可能在

很多的地方傷害我們、為難我們，讓我們不服他。但是天上的 神是完全的，祂對我們

的愛也是完全的。 

 神樂意與人親近是貫穿整個《聖經》思想，我們在這裡只用三節的《聖經》：《舊

約》一節、《新約》一節跟《啟示錄》一節，都講到 神樂意跟我們親近。「我的鴿子

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嚴的隱秘處。求你容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

因為你的聲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歌 2:14) 講到主渴慕愛我們，幾乎是求

我們，讓祂看看我們，讓祂聽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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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不曉得上一次你只是為了親近 神而去禱告、去對 神

說話是什麼時候。別無他求，不是為了工作、不是為了生病、不是為了服事上的

挑戰，而是只是為了愛祂，說：“主，我想祢，我來了。主啊，我愛祢。” 就是

為了愛祂來親近祂。 我們的主想念我們，想念到一個地步說：「求你容我得見

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 

有一個美國小女孩在教會裏像一個小天使一樣，大家都喜歡她。親善大使，大大

小小都喜歡她。她說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的時候，聖靈就突然說：“你在教會裏對

誰都擁抱（hug），到處抱來抱去，你從來不擁抱。” 哎呀，她那天一下被提醒了。她

就躺在床上，她就說：“哦，主耶穌，我愛祢。” 她才舉起手來，聖靈把 神的愛澆灌

在她的身上，她才發現她太忽略她的耶穌了。 

這個高科技（high tech）的世代，越來越進步，但人跟人之間卻是越來越少接觸，

甚至不可以碰（no touch），對不對？你現在上廁所，那個衛生紙都不需要拉的，你手

一放，它就出來了。大家都不要接觸，因為怕你傳染我。所以，有人寫說 “不要來煩

我（don’t bug me），要來擁抱我（hug me）”。我需要的是人的愛，我不需要你再來攪

擾我、我需要的是擁抱。 

弟兄姊妹，我們跟主之間也是這樣。主喜歡我們親近祂，我們有難處當然可以

找祂。但是祂更喜歡我們一無所求，只是為了愛祂，到祂座前小小地逗留 — 天

要在地上開始。我們都應該嚐嚐這個滋味。至於怎麼親近 神，將來我會講內室的生

活，我會講實際上、操練上該怎麼進去。我自己也是門外漢，我也都在學，但是我願

意跟著大家一起操練。 

 

二、 「進入幔內、與主更親」乃是 神兒女的特殊恩典與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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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講到 “進入幔內，與主更親”，是 神兒女們特殊的恩典和特權。講到恩典，

是說到我們不配有。什麼叫作恩典呢？是你根本不配得，但是你得到了（you don’t 

deserve it，but you got it）。這個叫作恩典。什麼叫作特權？這是 神給我們的，所以我

們就不應該輕視它。 

所以，《以弗所書》第二章說：「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裏，

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弗 2:13) 什麼原因可以讓我們親近 神？不是靠著

祂的愛而已，還要靠著祂的血。不能夠光嘴巴說愛，我們就可以親近了。也不是只是

靠著祂嘴巴說：“好，我赦免”，就解決了。 神是公義的 神，罪的工價就是死，若

不藉著死，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耶穌需要替我們死，需要藉著祂的血，叫我們

可以與 神親近。 

《希伯來書》 也是說到：「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

所，22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或是作就來親近 神 。」(來 

10:19、22) 弟兄姊妹，先不管說是不是靠寶血來親近 神，當耶穌都已經付了代價，

都死了，血都流了，結果我們不去用，你不覺得很虧欠嗎？就好像我省吃儉用，花了

這麼大的功夫，我終於把一些食物送到你們這些已經餓得這麼久的人。我送來以後，

我自己餓死了；結果你們把那個食物糟蹋了，讓它爛掉，沒有人吃。你不覺得辜負了

我這一片的心嗎？耶穌的血都已經流了，至聖所的路都已經開了，幔子已經裂開了，

結果我們不進去。這個真的是讓耶穌好像死得很不甘心，血流得好像真的是浪費了。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要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 

《詩篇》第七十三篇第二十八節講到福分：「親近 神是於我有益。」沒有人親

近 神，會空手而回；沒有人親近 神，會毫無改變而出來。每一個遇見主的人，

他一定有改變的。每一個真的在信心中，在聖靈裏面跟 神相會的人，他出來一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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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他進去的時候可能很灰心，出來的時候充滿了盼望；他進去的時候可能很痛苦，

出來的時候他得到了安慰；他進去的時候很慚愧，因為犯了大罪，覺得自己丟臉、污

穢，出來的時候他得到了赦罪的平安；他進去的時候勞苦愁煩、帶著重擔，出來的時

候滿了出人意外的平安。碰見主，一切都是不一樣（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真與 

神相遇，一切都是不一樣。弟兄姊妹，與主更親是於我們有益的。所以，要花時

間，要投資。時間在我們的手上，它是我們的資源。怎麼用時間，就決定了我

們這一生到底會成為怎樣的人。 

「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這人便為有福。」（詩 65:4）講

到親近主的人不光有益，而且有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十二節，主對馬大說：「但

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不可少

的”，講到優先次序（priority）；“只有一件”，也是講到優先次序（priority ）。“選擇”

（choice），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在有限的資源裏面要做的決定。“上好的福分”，講到結

果。所以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我們時間都有限，我們的體力、人生各方面都有限，

金錢都有限。你要怎麼用，是根據你的優先次序（priority）。你的優先次序（priority）

怎麼定，是根據你的價值體系：到底什麼東西是上好的？到底我們能不能認識到親近 

神真的是上好的福分？主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有一本書，叫作《first things first》（《須急當務之急》），Stephen Covey 寫的。很

多人可能看過他這本書。它裏面講到有一個人在上《管理學》的時候，對著底下的管

理人才，他舉了一個現場教學的例子。他拿出來一個大玻璃罐，然後就拿了很多這麼

大的石頭，放到這個玻璃罐，把它放到滿滿的。他就問底下的人滿了沒有？底下的人

有人說滿，有人說沒有滿。他說：“對，沒有滿”。他就從底下拿出另外一袋小小的石

頭，把它們倒進去，那很多的空隙就被這小小的石頭填滿了。他再問滿了沒有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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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的人都說沒滿。他說：“對”。他就拿出沙子來，把它們倒進去。填得滿滿的，壓

一壓，問大家滿了沒有。滿了沒有？還是沒有。然後就倒水進去，水慢慢地漫出來了。

那時候滿了沒有？滿了。 

接下來，他就問他們說：我剛剛舉這個例子是想告訴你們什麼？大家覺得他在告

訴我們什麼？你覺得這個人講這個課的目的意義是什麼？假如那天你是學生的話。你

覺得他是在問什麼？有人回答就說：你永遠可以找到空檔去做該做的事情 — 時間管

理（time management），對不對？你總是可以找到時間去做一些事情（always can find 

time to do something）。我們平常都很忙，但是其實還是可以找到空檔的時間來利用的，

對不對？我每次在等于師母買菜或是出去辦事的時候，我就在車上讀一段《聖經》，或

是背幾個英文單字，或是處理一些該做的事 — 我們可以找空檔做事。你說你沒有時

間禱告，今天回家太太叫你洗碗，三天的碗大概要四十分鐘才能洗得完。你在洗碗時，

可以為很多人禱告，對不對？五分鐘為于弟兄禱告、五分鐘為這個人禱告、五分鐘為

那個人禱告，我不是說你要找這麼差的時間來禱告了，我是說你永遠可以找到一些時

間去作一些事情。但是那個老師說：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我如果剛剛把我

的順序倒過來，我先把沙子倒滿的話，請問這個大石頭放得進放不進？我先用小石頭

把它塞滿的話，請問大石頭放得進放不進？放不進。所以要有優先次序（priority）。主

說：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還不是這麼多大石頭，只有一件。 

我想請問弟兄姊妹，你天天說忙到沒有空靈修，講得過去嗎？ 講不過去的。如

果這是不可少的一件，你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石頭先放進去，你再放別的

東西。不然的話，你當然沒有時間靈修嘛。所以這是講到你到底看重什麼東西。 

親近 神是於我們有益的。剛開始親近 神的確很辛苦。跪在那邊老半天，魂遊象

外，原來都還沒事的，一跪下去，什麼事情都來了：哎呀，爐子上還在煮東西。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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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信還沒有寄，那個還沒有做……很多事情都會跑進來的。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的

問題。 

所以，“親近 神，與主更親”是 神給我們的恩典，也是特權。誰可以自由進出白

宮？誰可以自由進出中南海？誰可以自由地到萬王之王的至聖所？在《舊約》裏面，

只有當會幕跟聖殿存在的時候，人還有機會來到 神的面前；但也只有大祭司一

年一次要帶著血，是為了贖罪進去的，不是為著親近 神進去的。可是，今天在

我們《新約》裏面，卻是可以隨時隨地、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寶座前，能夠登

堂入室，進到至聖所。 

弟兄姊妹，這是很偉大的事情。所以你看這些哲學家講到跟誰相遇，跟哪個偉人

相遇、跟誰對話，你有沒有想到我們可以跟至高者對話。光想到這個，我都麻了一下。

我們講禱告是人與 神在聖靈中相會並相交。我們一起再講一遍，好不好？禱告是人與 

神在聖靈中相會與相交。光講這句話，我們心裏面都已經覺得怎麼可能呢？你能夠跟

至高者、跟宇宙的主宰對話啊！跟祂交通像人間的朋友。這是我們的特權，這是我們

特殊的恩典。 

這個題目的系列講道，當時我一共講了十二講，今天變成一講，實在是心裏面很

不甘心，我只能點到為止，好不好？ 

三、 「出到營外，跟隨耶穌」乃是愛主更深的明證  

第二方面講到 “愛主更深”。當你真正愛一個人的時候，最明顯的表現是什麼？第

一個，是你願意花時間跟他在一起。你真正愛一個人的時候，你一定想跟他（她）在

一起；第二個，你會全力以赴（do your best）地想要討他（她）的喜歡，照著他（她）

的心、照著他（她）的喜好去做。 

我們在這裡講 “愛主更深”，它一定是建立在你願意 “與主更親” 的根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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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在這裡特別講到 “愛主更深”，你愛主愛到一個地步，就連你明明知道跟

祂在一起需要受苦，你都捨不得離開祂。明明知道如果跟著祂去，自己一定要受苦，

你都捨不得不跟祂去。所以我說 “愛主更深” 的明證是講到 “出到營外，跟隨耶穌”。 

“出到營外” 這四個字，如果你們熟讀《聖經》的話，就知道是出自《希伯來書》

第十三章。那裡講到不光是主耶穌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而且祂到門外去受苦。所

以底下就接著說：「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所以要知道在幔內是享受、

是親近，出到營外是受苦。當你真正在幔內愛主、享受主，愛祂愛到一個地步，

你捨不得離開祂。所以你明明知道祂出去是要受苦，你也會就了祂去。所以，出了營

外、就了祂去，或者出了營外、去跟隨耶穌，是愛主的明證。 

你不能光只在至聖所說：“主，我愛祢”，你不能夠光只是在最舒服的時候，坐在

太師椅上面，望著海洋，手裏面拿著可樂，享受人間舒服的時候，說 “主啊，我真愛

祢。” 的確該說，你這時候再不說都該打了。我現在只是說你愛主愛到一個地步，明

明知道要受苦都捨不得離開祂；明明知道跟了祂去，前面可能會有苦難，你也捨不得

不跟祂去 — 這叫作 “愛主更深”。 

我們前年的主題《跟隨耶穌的腳蹤行》，因著真正愛主，人成為羔羊的同伴。 所

以，《啟示錄》第十四章講到十四萬四千得勝者站在錫安高山上，他們身上有一個特點，

就是：「羔羊無論往哪裡去，他們都跟隨他」— 這是羔羊的同伴：不是光在節期的

時候歡唱、歡樂，而是羔羊無論往哪裡去，他們都跟著 — 這是愛主的人。 

 

1. 愛主的實際－『愛的心願在於人，愛的能力在於 神』   

現在我們來講愛主的實際。我在這裡提到 A.B. Simpson 的一句話，他說：愛的

心願在於人，但是愛的能力出於 神。 神很在乎到底我們愛不愛祂，只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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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愛祂，接下來我們走路所需要的能力、代價，祂都會賜給我們。我在這

裡根據《聖經》只提四件事情。如果有人問你說：“哎呀，我怎麼總覺得自己不夠

愛主？我要怎麼樣可以幫助我自己更愛主呢？我怎麼樣可以讓自己愛主更深呢？”

你要怎麼回答他？《聖經》上至少提了四件事情：有從消極方面來講 — 不要去

破壞已經有的愛; 有從積極方面來講 — 怎麼樣讓這個愛能夠更進深、更成熟、更

發揮？ 

1） 與世界分別 

第一，要學習過與世界分別的生活。因為《約翰壹書》第二章第十五節老

約翰告訴我們：「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所以我們要小心，

不要讓已經有的愛被破壞了；不要讓已經有的愛冷淡下來了。《馬太福音》

說：「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太 24:12），對不對？愛心是會冷淡的。它怎麼

會冷淡、怎麼會失去呢？就是我們轉身離開主，去愛世界了。像底馬貪愛現今

的世界，他就離開了保羅。所以，世界用各樣的方法來奪我們的心，吸引我們，

叫我們去愛世界，就是 —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跟今生的驕傲。這些東西

發揮的時候，愛父的心就在我們裏面受到虧損，就會失去的。 

2） 忍受試探 

第二，忍受試探。《雅各書》第一章第十二節說：「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

人的。」這句話常常很安慰我們這種在受試探的人。你們現在生活裏有試探的，

請舉手。我們天天都在面對各樣的試探，對不對？為什麼會變成試探呢？因為

它會讓你享受。為什麼會變成試探呢？因為它會叫你離開 神。為什麼會成為

試探呢？因為它是跟 神的旨意是違背的。所以，當我們在這裡忍受试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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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 神稱我們為 “愛祂的人”，而且祂要把生命的冠冕賜給我們。 

所以，弟兄姊妹，碰到試探不要自責。當然我們不要主動地去找試探。我

聽過有一些青少年的輔導，說為了要瞭解現在年輕人被網絡色情捆綁到底是怎

麼回事，他們自己也來看一看。結果自己一看了以後，出不來了——這個是自

找苦吃，自投羅網，自己跑到試探裏面去。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是：「不叫

我們遇見試探」，其實英文是說  “讓我們不要陷入試探（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馬丁·路德說：你不能阻止鳥從你頭上飛過，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頭

上築窩。試探是天天有的，但是你要拒絕試探，要靠主勝過試探，要忍受試探。

那麼，主要把生命的冠冕給我們，而且主還誇我們，說這些人是愛祂的人。只

有愛主的人才願意為主忍受試探：如果你不愛主，你就會願意享受罪中之樂，

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當我們真的在為著主忍受試探的時候，其實它是

提供了一個機會: 讓我們這些人被放到天枰上，看看我們的生命情形如

何；看看我們愛主的心到底如何。它提供了我們一個勝過試探、讓我們

生命更純淨、更成熟的機會。所以不要主動去歡迎試探，但是當試探來的時

候，我們要靠著主的恩典，我們先忍受試探，但是更是靠著主的恩典，我們能

夠勝過試探，主要把更豐盛的生命給我們。 

3）  彼此相愛 

   第三，彼此相愛 — 這是正面的。老約翰說：「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

住在我們裏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裏面得以完全了。」（約壹 4:12）主耶穌

在提比利亞海邊三次問彼得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講完以後，主對

他說什麽？「你要餵養我的小羊」、「你牧養我的羊」— 統統都是落實到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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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彼此相愛上。 

    《約翰壹書》第四章說：「20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

的 神。21 愛 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 神所受的命令。」（約壹

4:20-21）所以，當我們真正彼此相愛的時候，你會發現愛 神的心，在我

們裏面更多；當你真正愛 神的時候，你很自然地，就會去愛你的弟兄姊

妹。這兩個是相互的，是相輔相成的。 

4）  遵祂而行，討祂喜悅 

最後，講到我們遵守祂的命令：遵祂而行，討祂喜悅。這樣的經文實在很多。 

《約翰壹書》第五章第三節：「我們遵守 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約

壹 5:3）你說你愛主，我怎麽知道（How do I know）？老約翰告訴我們：這個

人愛不愛 神，就在乎他有沒有遵守 神的誡命。 

《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弟兄姊妹，

這真是何等的應許！底下接著說：「37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約

14:23）「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太 22:37-38）「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太 22:40）。所以，《舊約》你如果讀不懂的話，你能夠把這句話掌握了，已

經足夠好（good enough）了，因為它是《舊約》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我們只要決心愛主，然後，好好地愛我們的弟兄。所以，小特蕾莎（Little Teresa）

說：你為了愛 神的緣故，就算從地上撿起一根綫來，也比許多人做偉大的事

情還更能夠摸著 神的心。她的大意是這樣，你為了愛 神的緣故，雖然是很

小的事，但是你帶著愛做的時候就是不一樣，為了愛 神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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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是雙方面的，一方面《提摩太前書》第一章告訴我們說： 神給我

們這麽多的誡命要求，「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提前 1:5）， 神是出於愛，

給我們這些要求。但是，從我們這一方面，我們如果愛 神，就一定順服祂的

誡命，因為知道這是從愛來的，祂是為了愛我們才要求我們這些。兩邊都是

愛，出發點都是愛。 神是為了愛我們，對我們有要求，我們是為了愛 神，

我們順服祂的要求。不是咬緊牙關，不是只是怕被管教，很多人順服 神是

為了怕被管教，怕災難臨到，這個順服的價值，跟真正為了愛 神而順服的價

值，不一樣。 

大家都知道，高中生出去聚會（party），常常都很晚回家。但是，有個十

幾歲（teenage）的女兒不同：這個女兒每次出去聚會（party）的時候，到了晚

上九點鐘，她一定說：“我要回去。”然後，她的同學就開始嘲笑她，覺得很沒

有意思：“你怎麽每天晚上九點就回去？”有一個同學問她：“你怕你爸爸責打

（hurt）你嗎？”她說：“不是（no）。” 她說：“我怕的是我會傷到他（I’m afraid 

I will hurt him），因為他很愛我。”她九點鐘就回家，不是怕爸爸打她，不是怕

爸爸傷害（hurt）她，她是怕她九點鐘逾時不回，她會傷了爸爸對她的愛 —

這個叫做從愛裏的回流。這樣的愛，這樣的順服，這樣的遵守誡命，更

有價值。 

所以，主耶穌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節說：「你們若遵行我所

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約 15:14）主耶穌願意做我們的朋友！朋友有

深淺之分，我們常常唱詩：“主是我們知心的朋友”，但你是不是主知心的朋友？

這在乎我們到底跟祂的交往有多深。祂說：「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

我的朋友了。」（約 15:14）《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節：「凡遵行我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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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太 12:50）我們不光是朋友，

還是祂的弟兄（brother），是祂的姐妹（sister）。 

 

2. 想討主喜悅? －『愛是最短的途徑』；『我若曾愛你，主，應當是現在！』  

最後，大家想不想討主喜悅？想，我們都想。 

小特蕾莎（Little Taresa）的見證集就叫做《愛是最短途徑》。要討神喜悅，

其實愛是最短的途徑。我打一個簡單的比方，一個圓，三百六十度，它是連續

的（continuous）。我們現在假如把它變成離散的（discrete），變成單個，一共有

三百六十個，像圍棋的棋子一樣，三百六十個弄成一圈。那麽，假如，在最底

下的，你在這裡，主耶穌就在你旁邊，你明明向右是最近、最短途徑，對不對？

結果你向左走了，你要走三百五十八個棋子以後才會到祂旁邊。所以很多的時

候，我們花很多的功夫，做這件事、做那件事情，想這個辦法、想那個辦法，

說我要討神喜悅，其實，愛是最短途徑。你一在愛的裏面，你馬上就摸著

主的心，就叫主喜悅。 

有一次，我和退修會籌備委員會同工交通的時候，我說：“我看你們這麽忠

心、這麽殷勤、這麽負責，做得真的是很細，我非常感動，我給你們一個小小

的提醒、一個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們無論做什麽，一定要從心裏面為主做，

而且帶著愛而做。這會讓你整件事情的價值、境界，統統提升，提升一

大個層次。” 忠心的人一樣會把事情做好，殷勤的人一樣會盡量去把事情做好，

可是當你帶著愛的時候，你馬上就摸著的是主的心。所以，你為了愛主讀《聖

經》；為了愛主來聚會準時；為了愛主早上唱詩，開口來唱；為了愛耶穌，不跟

太太吵架……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時候，把愛放進去，果效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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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主耶穌，我若曾愛祢，應當是現在》的作者，一輩子只活了二十多

嵗，這首詩歌是他十六嵗的時候寫的。每一個的現在，都應該用來愛耶穌。

有人說，過去是歷史（history），將來是未知，是奧秘（mystery），每一個的現

在，是禮物（present），是 神給我們的禮物，是 神給我們的機會，讓我們

在愛的裏面把它當禮物來獻給神。 

丹麥有一句話説：生命是 神賜給我們的禮物，我們怎麼樣使用它，是

我們賜給 神的禮物。所以大衛的禱告說：我們把從祢而得的，來歸給祢。今

天我們的生命是 神給我們的，每一個的現在是 神給我們的，我們就用每一個

的現在來愛祂，好不好？ 

時間到了，我們唱第 584 首《與祢更親》，只唱一節，我們就結束。那是我第一次進中國

的時候，在寒冷的冬天，外面零下二十八度，在哈爾濱附近的一個鄉下，冰天雪地的裏面，同

工們清晨四點多就起來，五點多一起晨更，那天我帶他們唱這首詩歌，他們以前從來沒唱過。

他們很多人一面唱，一面流淚。它說：“雖然十架在身，不易前進，我的歌唱聲音，仍是與祢

更親。”我不曉得今天到底什麽東西在你身上，可能不是十字架，可能是試探，可能是很多的

痛苦，可能是很多你不喜歡的，可能是我們的軟弱和敗壞。你可以把那兩個字換成你自己想唱

的。但是我們的禱告只有一個，不管什麽在我身上，我的歌唱聲音，仍舊是與主更親。我

們一起來操練。 

 

《與祢更親》 

與祢更親，我神，與祢更親；雖然十架在身，不易前進； 

我的歌唱聲音，仍是與祢更親，仍是與祢更親，與祢更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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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唱最後一次的時候，我們試著把它背起來。這條詩歌，不管你在做什麽事的時候，

你都可以來向主唱。何等希望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再只是有難處、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才向 神

禱告；而是有更多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親近祂、為了愛祂、為了在祂座前跟至高者面對面，有

我們單獨的時間。 

當我們輕聲再唱一遍的時候，我們試著把它背起來，好不好？你可以閉著眼睛，向主舉手，

你可以在信心裏面來觸摸祂，來享受祂的同在。祂永遠跟我們在一起。什麽時候親近祂，祂就

必親近我們。這是我們的把握，這是祂的應許，這也是我們今天背誦的經文。 

我們請司琴繼續幫我們輕聲地彈。我們用最簡單的信心來觸摸這位偉大的 神，祂的

同在，比空氣中的氧氣還要實在，我們隨時都應該從心的深處來享受祂。 

 

禱告： 

主啊，我在這裡，我渴慕祢，我愛祢，我需要祢。除去仇敵給我們的蒙蔽，除去我們和祢

之間所有的帕子，讓我們看見祢的同在，讓我們享受祢的同在，讓我們活出祢的同在來。多少

的痛苦是不需要受的，多少冤枉的路是不需要走的，多少的錯誤是不需要犯的，多少的傷害是

不需要造成的，多少的浪費是不需要有的。主啊，我們在這裡，常常把我們帶回到祢的面光中，

帶回到至聖所，帶回到祢施恩座前，讓我們敞著臉見著祢的容面，讓我們的靈和祢是交織在一

起，祢的生命來吞滅我們所有的死亡，祢的自己來代替我們。 

主啊，就在這個時候，不管我們身上有多少的軟弱、敗壞、痛苦、十架、難處，我們的歌

聲永遠是與祢更親。把這與祢更親、愛祢更深的生活賜給我們，讓我們不走迂回的道路。讓我

們借著愛，走最短的路，用更多的時間來親近祢，更多地在愛裏面與祢同處，為祢而活，遵行

祢的命令。 

哦，主耶穌，謝謝祢！哈利路亞！保守我們這個有福的生活，不再被仇敵破壞。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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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心，讓我們也看重這事。真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讓我們學習像馬利亞一樣，知道如

何揀選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奪去的，也是我們不甘心被奪去的。保守我們未來兩個禮拜的

操練，哪怕是短短的五分鐘的親近，祢都把我們從地帶到天上；哪怕是短短的親近，祢讓天在

地上開始，讓我們與天之間的聯結是真實的，讓我們與祢之間的親近，是那樣叫我們喜樂享受

的。謝謝主！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