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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們

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以賽亞書 62：6--7） 

 

「因為耶和華建造了錫安，在祂榮耀裡顯現。」（詩篇 102：16） 

 

舊約是影子，新約是實體。 新約的耶路撒冷，是指一群被耶穌寶血買贖來的人，

神的心意是要把祂的屬性、祂的同在建造在這一群人身上，耶路撒冷就是這一群人所建造

起來的。 

 

人生標杆盡力求 

 

舊約裡講到錫安、耶路撒冷都是指同一件事情，神美麗的居所。耶路撒冷是用它榮

耀的自己建造起來的，啟示錄講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耶路撒冷聖城也不需要日光燈、

電燈、日月的光來照，神自己就是這城的燈，羔羊是這座城的榮耀，這座城充滿了神的榮

耀、神的顯現、神的同在。我們成為基督徒后，最重要的不是有來聚會，有來參加成人主

日學，有奉獻，有傳福音就好，神最看重的是你這個人，祂要把祂一切的華美、榮耀、屬

性建造在你身上。這才是我們基督徒要追求的標杆。 

 

做基督徒的目的不是因為主垂聽了禱告，給了你另一半、給了你孩子就好了。給你

孩子又怎麼樣呢？不是又進入更多的問題裡面嗎？有另一半又怎麼樣呢？不就是進入兩個

人的問題和摩擦中嗎？但是如果你知道，神的目的是籍著兩個人觀念不一樣，生活習慣的

不一樣，你們會藉著這種摩擦而來到神面前：「主，我們呼求你，我要你。」以致於你們

讓神的愛、神的屬性來建造在你們的身上，你就明白婚姻的目的了。神讓你在地上遇見的

一切事都有個目的，就是祂要建造高大、華美的耶路撒冷聖城在你的身上。這是我們永恆

的標杆。 

 

如果你很清楚這個標杆，你就明白為什麼要結婚、明白為什麼生活的每一件事情的

發生。曾經有個弟兄說，他結婚是想換另一個女人管，不想被他媽媽管，他願意被管還不

錯。很多青少年不知道為什麼要結婚，卻拼命交女朋友。我們很需要知道我們整個人生的

標杆是什麼，好叫我們人生的每一步都踏在對的路徑上。這樣，你不會在一個階段羨慕別

人的另一個階段，而嘆氣說：“我還沒有那個階段”，等到到了那個階段，又嘆息自己怎

麼沒達到更高的階段，我怎麼這麼苦。 

這是無知的人，因為他永遠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他要得什麼。神告訴我們，有一

件事是禱告的中心：求神來建造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聖經上講，

耶路撒冷是高大、華美，充滿神的榮耀光輝，我們每個人來看看自己是不是高大華美，老

自己很高大，可是一點都不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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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知道，我們是神建造的一個工程，神建造這個工程是有圖樣的，有他的計劃

的，有他精細的設計、製作的。蓋一座房子，請工程師設計，這設計費很貴的。我們的設

計師是神，而且是設計一個最好的。我詢問過一個設計師，為什麼那個一百多層的帝國大

廈在地震中不會倒，他說這種建築物起初就把它設計在一個大磐石上，每一個根基都緊緊

地跟這個磐石鑲嵌在一起。當地震時這建築物就跟這磐石一起搖擺，不容易倒掉。 

 

台灣政府對十三層樓以上的建築物的法規較嚴格，這幾次地震,有人看見十八層的

建築物在地震中搖擺的好厲害，以為穩倒的，居然沒倒。樓層越高那法規就越嚴，十三層

樓以下法規不嚴，就有許多的偷工減料。一個做建築的弟兄說,美國蓋房子的法規非常嚴

格，每一個地方地下打的根基政府都要來檢查，台灣愛怎麼蓋就怎麼蓋，但我現在真的感

謝美國政府的嚴格，使居民的安全得著保障。 

 

今天，神要蓋這個耶路撒冷聖城在你的身上，它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在聖經裡

都有講，問題是牧師沒有講，沒有嚴格。為什麼牧師沒嚴格呢？因為一嚴格，就沒人來聚

會了。我是不管人家來不來聚會，該講的一定要講。有位姊妹說:「江牧師,你孩童要管，

青少年也要管，現在實在不多人願意蹚這渾水，很多牧師只要你星期天有來聚會就好了，

管你家裡和你的家人處得好不好，管你的孩子乖不乖，跟父母關係好不好。」但這位姊妹

說她很感激我。 

 

為什麼我要管這些，因為不可能一個人身上有耶路撒冷的華美，可就是跟他孩子一

直很對立，他孩子跟他的關係就是不好。或他說：「我很享受主的安息，我很愛主。」可

是他孩子一點都不愛主，一點都不要主，巴不得不用去聚會，這一定有問題的。你要去了

解孩子心裡在想什麼，同時也傳遞給父母，叫父母該去注意什麼。這樣，耶路撒冷才會成

為可讚美的。  

 

一般人家看到你和孩子關係不好，再怎麼傳福音人家，他們也不會信主。我們不怪

現在已是青少年的父母，他們開始學習內在生活也不過一兩年、三四年，他們必須先將自

己建造起來，才有從神來的智慧、力量建造幫助孩子，才有特別的愛心、耐心。要讓孩子

到了青少年仍然能夠順服父母、柔順愛父母，這個父母的老自己要很微小，一點都沒有是

不可能的，我們一生都要與老自己爭戰，我們只要有一點老我的脾氣、喜好，老自己的一

點顯露，馬上就會傷到你的孩子。 

 

災害面前當儆醒 

 

台灣好像災難太多了，只好先整體地拆蓋，再一對一地細細建造。耶路撒冷聖城的

華美要建造在每一個家庭裡面，因為耶路撒冷是連絡整齊的，不是一個人，是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在一起排列整齊，都那麼像羔羊，被稱為羔羊的妻。羔羊的妻絕對不

會是母老虎，如果我們裡面有母老虎的性情和脾氣，我們就要一直呼籲呼求，叫神做掉，

讓羔羊的性情成型在我身上。 

 



我的老我不會比你們好一點點的，我一樣需要主來拆毀，我常常向主呼求:「主，

你一定不要讓我活，一定要你活，你來活。」當我們真實地信靠祂，不是靠自己在用力來

追求，而要更多對這個己不存希望了，你越用力，就越使出你老自己的力量來。 

 

如果我們常常這樣呼籲，主就一定會親自做工，因為這座耶路撒冷是神在蓋造,而

我們要做的是守望，把神蓋好的守住，不讓仇敵來破壞。這座耶路撒冷不能有一點草木荷

芥的材料，神必須要把我們整個己都打掉，然後用大的鋼筋水泥在上面蓋造祂的榮美，我

們眼目要一直在主的身上，把好的材料給主來蓋造。 

 

舊金山有一座城市遭遇八點二級大地震，許多房子全部倒了，後來全部蓋新的，我

們也是。一個人要進入內在生活，常常是經過大風大浪搖撼，然後才一直向著主而去，一

直被主震掉一切的「我」的力量，發現「我」真的一無是處，只能一直地倚靠主、仰望主

的憐憫，這樣的人，主就真的蓋一個完全新的在他身上。可是,有些人生活蠻安逸的，夫

妻相處得不錯，孩子蠻乖的，經濟收入也不錯，沒有什麼震蕩，一直沒顯出那棟樓的危險

性，只有一點裂，補一補就好了，或者不去在乎它也沒關係。 

 

洛杉磯一次七級的地震,震央是在很荒漠的地段，城中居民就說:「沒什麼，只是搖

一搖而已。」其實,他們不知道,地震實在是神的審判，人的罪惡充滿惹神的憤怒，公義的

神一定得審判，神是恨惡罪惡，但是,神的審判當中都充滿了極大的憐憫。剛開始,地震中

央發生在荒郊野外，神是希望搖一搖,就能搖醒你，如果你沒被搖醒，下一次震央會在中

心城市，你就來不及了，我們真的要很儆醒。 

 

前陣子,新聞報告加州會發生八級大地震，我沒聽這新聞之前,就知道一定會有，當

我知道同性戀法案通過時，就知道加州很危險。有人會說:「那我不住加州，搬到別的地

方住就沒事了。」可東岸也一樣，有颶風、淹水、大台風，中部一樣有龍捲風，每個地方

都危險。 

 

我們只有建造在主耶穌基督的大磐石上面，祂會搭救那敬虔的人，只有躲在祂裡

面，即使性命沒了也不怕，去祂那裡，好得無比。我們真要感謝主還給我們年日，還可以

讓主在我們身上建造，讓我們有追求的日子，求主幫助我們要愛惜每一天，不要讓我們再

充滿天然，把我們的天然全都打掉，建造神的真實、華美在我們身上。  

 

神說，祂在耶路撒冷城上設立了守望的。有守望的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守，要儆

醒，當仇敵一來的時候，他一定會馬上呼籲，馬上反擊。尼希米記講到，尼希米帥領百姓

建造城牆，他們在建造這城牆時，仇敵就一直來反對，尼希米隨時充滿了禱告。 

 

「參巴拉，多比雅，亞拉伯人，亞捫人，亞實突人聽見修造耶路撒冷城牆，著手進

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發怒。大家同謀要來攻擊耶路撒冷，使城內擾亂。然而，我們禱

告我們的神，又因他們的緣故，就派人看守，晝夜防備。」（尼希米記 4：7-9） 

 

仇敵一聽到我們要修造耶路撒冷城牆，就甚發怒。當你過著渾渾噩噩的基督徒生

活，只是禮拜天來聚會就好了，平常過我的日子，仇敵不會對你發怒的，因為你不值得它



攻擊什麼，你只要最輕微的一點點地震就倒了。地震就是在我們的生活裡，任何一個疾

病，任何經濟或政治體制上的一點震蕩，你就有可能忽然沒工作了。 

 

沒有哪一個工作、公司、董事長可以永保平安的，台灣好多大企業家都是忽然就倒

了，或者家庭、婚姻也會忽然間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果你不懂看守城市，不懂常常來呼籲

耶和華，僅僅是來做禮拜，仇敵不會攻擊你什麼，牠不需要對你發怒的，它隻要散發出一

點世界的味道來，你就被迷惑得昏睡了，它就來吃掉你的手，吃掉你的腳，你都不會有感

覺，但是，牠會向真實來呼吁建造耶路撒冷的人發怒，牠們同謀要來攻耶路撒冷，使城內

擾亂。我們當看守，晝夜防備。 

 

仇敵詭計莫輕忽 

 

常常是一些有困難的人要來進入內在生活。有些人，家庭蠻好的，家裡又有錢，夫

妻蠻相愛的，孩子也都沒什麼大事。其實，你用神屬靈的眼光看，那些都是祝福。有錢人

的孩子常常很不孝順，窮人家的孩子常常很孝順。現在，你為什麼會有那些不如意，是神

要將耶路撒冷的榮美建造在你身上。但是你的眼目如果一直在神身上，你一心要神建造耶

路撒冷在你身上，你在地上的福氣不會虧損。你很有錢，但如果你的眼目不是定睛在那無

定的錢財上，你同時也可以在主裡面教養你的孩子。 

 

神真的很公平。  

 

仇敵要使城內擾亂。一本書《聖戰》把聖經的真理融會貫通在裡面。講到仇敵常常

來到人民城的耳門喊話，一喊話，這城內的人就開始害怕，仇敵最常用的技倆就是喊話，

有時是喊一些誘惑的話，讓人不再去愛人民城裡面的君王。我們需要常常留意聽什麼話，

留意自己喜歡聽什麼話。對我們有益處的忠實的諫言，常常耳朵聽起來都很不舒服，卻正

是我們需要聽的，所謂「忠言逆耳」。同時我們要留意，常常有些人講一些會讓你挑起你

的發怨言、不滿的老自己，會讓你很舒服的話，那是來自仇敵的話，都是毒種。 

 

有個弟兄跟太太關係很不好，越看太太就越氣，就是因為有個人對他說：「我覺得

你太太對你不太好耶，好像常跟你唱反調，她好像很不順服。」結果，這丈夫就聽進去

了，就常常看太太對他不順服、跟他唱反調的事，就越來越不喜歡他太太，反覺得這個人

是他的知心朋友，後來他被這個人騙走了一大筆的錢。 

 

錢還是小事，我們要留意，仇敵有沒有在撒毒種，有沒有散播一些毒素在你的裡

面，有沒有一些人跟我們講一些話，讓我們的老自己被扶起來，結果老自己就發作，最

後，裡面的寶貝就被偷走了。就像一個敵軍要攻打一個國家，先去喊話：「你們政府都沒

有為你們著想，政府規定太多了，為什麼蓋房子要這麼麻煩，我們就自由，高興怎樣就怎

樣。」，「聚會遲到就遲到，不需要這樣追求的。基督徒只要禮拜天做禮拜就好了，其它

六天我高興怎麼活就怎麼活。」 

 

你一聽：「是呀，何必這麼辛苦？」一段時間以後，你自己去檢查，你裡面是更愛

主、更謙卑了、更被建造起來了？還是裡面充滿了不平、不服，開始要反了？要留意那個

人背後的仇敵權勢，控制那人來對你說那樣的話。  



 

「不要怕他們。當記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們要為弟兄，兒女，妻子，家產爭戰。」（尼

希米 4：14） 

 

我們這座耶路撒冷聖城的建造很需要一些守望者，就是在城門守望，很留意仇敵在

做什麼，看到仇敵在散播毒氣，我們就要為我們的弟兄、妻子、兒女、我們的肢體來爭

戰。尼希米說，仇敵外來的反對有六種：惱怒、嗤笑、藐視、惱恨嘲弄、武力攻擊、各樣

詭計，叫他們手軟，不敢再繼續地建造上去，但是尼希米知道仇敵的詭計，就是一直堅定

地凡事禱告。 

 

仇敵軟硬兼施，就是不讓我們這個耶路撒冷被建造起來。當你要起來建造耶路撒

冷，讓神建造在你身上，奔跑在這天路時，你的周遭朋友、家人常常會嘲笑你：「你幹嘛

那麼認真？一副聖人的樣子，有什麼了不起！」或者你的老板要你加班：「如果你這樣去

聚會，我把你開除掉。」這一些還是外來的。其實還有一個最可怕的是裡面的反對。 

 

「猶大人說，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氣已經衰敗，所以我們不能建造城牆。」（尼

希米 4：10） 

 

這些百姓開始灰心沮喪，還有因為內部的自私、不團結。神的百姓要明白，建造耶

路撒冷聖城內外都會有攻擊。保羅說，人若立志在基督裡敬虔度日，都要受逼迫。但是這

些逼迫都可以成為我們建造的材料。 

 

尼希米叫百姓一半做工，一半拿槍；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腰間要配刀來修造城

牆。他說，我們的神必為我們爭戰。因著尼希米清楚知道仇敵的詭計，同時教導著百姓，

這個城牆就被建造起來了。 

 

 

不進則敗無退路 

 

「以祿月二十五日，城牆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人

聽見了便懼怕，愁眉不展。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尼希米 6:15-16） 

 

這座耶路撒冷是一定要被建造起來的。一個弟兄在一個異象中是躲在一輛坦克車裡

面，前方有很多仇敵，他想自己就一直躲在坦克裡面不出來就安全了，何必要爭戰得這麼

辛苦。但神跟他說：「如果你一直躲在裡面不前進，遲早會被敵軍的炸彈炸死的。仇敵在

那，你必須要爭戰的。」 

 

以弗所書也說：「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

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今天你成為基督徒，你就要與空中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有人說：「那我不要成為基

督徒了。」如果不成為基督徒，你就成為魔鬼的奴僕、魔鬼的俘虜，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而且是要永遠沉淪、永遠滅亡的。 



 

那弟兄在異象中看見坦克外殼在生鏽，炮台也在生鏽，上面的蓋子拿掉，一刀就可

以殺死他。所以，他必須要去前方轟炸對方。前面 6章說共修了五十二天，我們一切仇

敵，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便懼怕，愁眉不展。當我們起來爭戰的時候，仇敵就會害怕、軟

弱下去，我們就會越剛強起來。你不戰的時候，仇敵就一直來攻擊。 

 

一個基督徒在這末後的日子是要做見証的，比如在公司上班，同事會邀你一起抽

煙、去酒吧喝酒，心裡想：「不要讓他們看見我謝飯，否則他們會笑話我。」那樣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麻煩不斷，他們一直邀你去，你逃過這關，又不能逃過下關。 

 

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去就公開在眾人面前謝飯，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也許剛開

始，你會讓人家嘲笑一兩次，可是漸漸地人家就不會再邀你了，他們習慣了，再來呢，人

家變得尊敬你了，他們家裡有問題，就還會請你為他禱告了。 

基督徒要得勝，就要公開地做見証，表明你基督徒的身份，仇敵就會愁眉不展、會懼怕。 

 

尼希米在建造耶路撒冷城牆時還有一點，就是勇敢而堅定地對抗罪，尼希米 13章

說，他要潔淨神的家，把摻雜的都辭出去。13：15--22 尼希米警戒百姓不可犯安息日，

應該有安息的日子，所以大家一定要堅守禮拜天一定要來做禮拜，不要禮拜天也在加班，

再不得已，加了班再去聚會。但是你尊重聖日，神就敬重你。 

 

13：10--14 尼希米叫他們一定要延守十分之一的奉獻，送入庫房神的家。 13:23 

尼希米禁止他們跟外邦不信的人通婚。尼希米這樣地向主忠心，就把耶路撒冷這整個的城

牆蓋造起來了。整本尼希米記最重要的詞就是禱告和做工，遇到事情就去禱告、真實做

工、建造。 

 

榮教士評價尼希米記的中心信息為：禱告、周詳和堅忍。她說，這三樣是完成神工

作的必須條件。周詳就是各方面很周全、很仔細，確實尼希米顧到很多的地方，他需要趕

走跟仇敵一切掛勾的地方，他對通婚、不守安息日、十分之一的奉獻等都非常嚴格，各方

面都顧到。如果他沒顧到這些，城牆即使蓋起來了，還是會再毀掉的，因為內部有敵人。 

 

看了榮教士的這個點評後，我就知道神真是周詳，一點一滴地建造，各方面神奇地

理順。就像大人建造好了，就可以跟多去建造青少年，青少年是每一個教會最大的問題，

牧師沒時間管到這方面。美國的青少年太多問題了，我裡面充滿了對他們的憐憫，因為他

們是黃皮膚，可是生活習慣都是白皮膚的方式。在學校裡，明明是黃種人，可是周遭環境

都是美國人的標準。 

 

一個基督徒的兒女在那樣的環境裡面很不容易，父母要對他們充滿憐憫，去了解他

們小小心靈的不容易，多去幫助他，不是用權威壓他。你要讓你的家成為華美的耶路撒冷

聖城一部分，你也需要周詳，留意你兒女的各個小地方，各個方面，為什麼他這麼不高

興？為什麼他這麼反叛，而你只是要他聽話，他為什麼沒辦法聽話，一定有原因的，你要

去了解他，可能是我們的表達方式常常讓他受壓。 

 

接受壓力被建造 



 

有些孩子小時候被父母很權威地壓制，特別是被媽媽常發命令，長大以後他就很怕

女孩子對他大聲，也會很反抗女牧師，因為他會想到他的傷害，這傷害會影響到他的婚

姻，甚至影響到他的宗教信仰。 

 

有個弟兄，小時候被媽媽經常發命令，聽到我的講台信息，就想到小時候媽媽對他

的要求，他受不了，就離開教會兩年後才電話向我道歉。多數人沒辦法體會，做女牧師是

很不得已的， 因為一些很才華、很能幹的弟兄都被世界引誘去了，主只好揀選次好的，

選擇姊妹。 

 

弟兄的度量真的好大，他們的精力旺盛體能很好，可以服事很多人，姊妹是不得

已，被趕鴨子上架，被主選上了沒辦法。這個弟兄，小時候被媽媽很權威管制過，會把女

牧師想成他媽媽，其實女牧師只是用神的愛在孺養羊群，只是盡忠於神，把與羊群有益的

全告訴羊群。 

 

有個發問紙條寫著：「江姐，我們順服你的教導需要順服到什麼地步？」我回答：

「你們非常自由，我只是講我該講的，你們可以完全不需要聽，或者你們想聽到什麼地

步，也可以自由聽到什麼地步。」我從心裡是這個意思，我不認為人家要聽我的話，但是

沒有人傳講，我一定要傳講。 但是聽了以後，他不想做，就成了一股壓力在裡面，這壓

力就會反彈到牧師的身上， 牧師講，是傳達神的話，做不做是很自由的。 

 

尼希米也傳講神的話，他們就把他丟到監裡去，還是他們叫他講呢。 我們天然人

不愛聽我們「己」不舒服的話，不舒服就成為壓力，反彈到牧者的身上。有個姊妹說，她

聽著道，就很想用拳頭打牧師，就是打我呀，因為她認為，我都在講她。其實我很冤枉

呀，聚完會，很多人都說我在講他。神知道祂的百姓會計較這些話，後來主光照她不可以

打。如果神的教導、講台的教導對你有壓力，你要去處理壓力。這壓力是你一生都會遇見

的，一定要正面地去處理壓力，而不要每次用負面的來接受壓力，當你正面處理，你會發

現你這個房子就被建造起來了。 

 

榮教士說，尼希米完成神工作必要的條件是禱告、周詳和堅忍。這就是以賽亞書說

的，你們要晝夜不靜默地呼籲耶和華。主說，呼籲耶和華的，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祂歇

息，直等祂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堅忍就是你不要隻呼籲到一

半，建房子建到一半，地基才打好，就說我不幹了。或者規定太多了，管太嚴了，我不幹

了。如果你更明白那麼多的命令都充滿了神的愛，保護我們免了沉淪，幫助我們進入那個

永遠的歡喜快樂。你就會說：「主啊，我好愛遵守你的命令。」 

 

有一個姊妹在小家聚會做見証，說她聽了「順服」的教導就想吐，因為她是國內來

的，國內是女權至上，遮蔽半邊天，哪有要順服丈夫的，太窩囊了，為什麼要順服到這種

地步？！後來就不來聚會了。小組中，一位媽媽打電話給她，告訴她自己的經歷，這姊妹

聽進去，就回來試著去做，她就開始改變了，就越來越順服，後來，先生也跟著來信主聚

會了，夫妻關係就好起來了。 

 



以前她不要壓力，女權至上，都是丈夫做飯，她堅持不要壓力，不要順服，夫妻關

係就不好，後來，她不堅持了，先生跟著來教會，夫妻關係也好了。另一個姊妹說，她現

在好喜歡順服，每一次順服都讓她覺得裡面的遼闊之地又更開闊、更自由、更喜樂。 

 

神的命令是帶著壓力，但是，你真的接受去做了，你就自由了,喜樂了。你這耶路

撒冷聖城就一點一滴被蓋起來了，不是汽油桶蓋的，是鋼筋水泥有根有基蓋的。壓力越

大，越是用粗的鋼筋，而且煉出不會斷的好鋼是要經過高溫鍛壓的。 

但願今天講台的信息、弟兄姊妹的見証，不要成為你的壓力，然後就不蓋了。如果今天你

在美國買了塊地，準備蓋房子，政府即使來給你很多要求，你還是會繼續蓋下去的，因為

你花了代價買了這塊地。這塊地是神用祂極大的代價，用祂兒子的生命，把你從魔鬼手中

買來的，買來以後，祂要先拆毀再建造。你不要剛下好根基，就不呼籲，不讓神建造了，

不要那麼快放棄，神會難過的。 

 

一姊妹剛來我們錫安堂，聽到要讚美，就覺得像國內的喊口號。當她更多聽到神的

話語，說要讚美，就試著做，做了一段時間都沒有像別人有那樣的感覺，就是一讚美就全

身釋放，一讚美主就大澆灌。她就問我，為什麼她沒有，好像讚美沒有用。 

 

我就跟她講，要繼續讚美，她就繼續在大家都大讚美的壓力之下讚美。差不多三年

後的一天夜裡，她不由自主地在她極難過的思想中開口讚美，一直讚美，一直讚美，直到

裡面沒有一點難過，完全安息下來。神給她開啟，讚美就像籃球手，從不同的角度一直投

球，剛開始一定投不進，還是要一直投，直到從各個角度都能投進去了。 

 

讚美是生命歷程的一個基本動作，我們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穌，任何事情都要轉眼來

仰望耶穌，讚美就是轉眼定睛在耶穌身上的意思。不管發生什麼事，我的環境多糟糕，我

多害怕，我多無助，我現在就來讚美我的神，「因為你在掌權，你掌管我，連我的心思意

念你都掌管，你在管理這個環境。我不能做什麼，主你來做。」她整個就明白了，讚美就

是一直注視耶穌，仰望耶穌，順服也是，謙卑也是，都是進到一個以耶穌為中心的方法。

我贊同神給她的開啟。 

 

那姊妹三年來，一直讚美，也沒有別人那種轟轟烈烈的感覺，但神卻深深地扎根在

她裡面，這就是內在生活。有些人有主的澆灌，比如大笑、身體搖動，但在沒感覺、情緒

不好的時候，卻很少用意志力去順服神來讚美，這是他根基還沒有扎下去。不要去看人，

忍讓感覺成為你的壓力。 

 

信仰最重要的不是感覺，而是你意志力的選擇，疾病來的時候，經濟狀況不好的時

候，工作有問題的時候，你就馬上起來讚美，這就表示你的生命力 。在城上守望的人就

是這樣，他不容讓仇敵在裡面撒播一點點的軟弱、情緒化、傷心、害怕、不舒服的感覺。

仇敵要來偷走我的平安、我的喜樂、我的信心，我馬上讚美，這就是守望者。守住這個城

牆，而且仰望主。 

 

那姊妹說，她那三年有很多的難處，而且目前，她還有很多的難處，但她也不需要

去跟人說，因為她常常用意志來讚美神，在她裡面有很深的信靠和安穩，主耶穌是她的磐

石。  



 

晝夜呼籲不停歇 

 

我們的禱告，要操練晝夜不停地呼籲。晚上睡覺，主都可以做工在你身上，睡前你

禱告：「主啊，我躺臥的時候，你要繼續做工在我的身上。」你躺臥的時候，主都繼續建

造這個華美的聖城在你的身上，絕不要停止呼籲，要直等祂建立耶路撒冷。 

 

內在生活是呼籲的生活，是切切仰望主的生活。你呼籲的力量怎麼樣，就顯明你的

生命、你的聖城建造到什麼程度。如果你生病了，你忙著倒在那個地方，就表示你這個耶

路撒冷根基還沒建造起來。我只要哪裡一不舒服，就馬上自動地起來讚美、起來斥責。那

是經過很多不容易的經歷一直操練，直到成為你生命的一部分，成為主真實建造在你身上

的根基。 

 

當你身體有病的時候，當你工作有問題的時候，當你生活困難的時候，你是不是馬

上就起來呼籲？一位姊妹每次周期性生理反應的時候，因為身體很難過，很不舒服，就會

隻想躺在床上不想動，她先生就跟她說：「你要爭戰呀。」她想：「我這麼痛，這麼不舒

服，我要讚美嗎？」後來，她就勉強開口讚美，裡面還沒力量，因為很不舒服，但是越讚

美越有力量，那個疼痛不舒服就不見了，還是可以來聚會。 

 

她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是不能聚會，不能做很多事，只能躺在床鋪上。感謝主，

在這姊妹身上開始有建造了，但只是開始，如果是已經建造好了的話，就是一有不舒服馬

上敏銳地起來讚美了。這就是守望者。 

 

我們一定要做個守望者守住城牆，不隻為自己，還要為整個耶路撒冷、為你的家

庭、為你的教會、為你的弟兄姊妹來守望。不能讓仇敵來奪取我們的平安、奪取神在我們

身上的建造，另一方面仰望呼籲耶和華快點來建造，讚美是基本的動作，要常常開口讚

美，不管有沒有琴聲都起來呼籲神、讚美神，讓神的榮耀建造在我們之中。神會在榮耀中

顯現，把他的同在建造在我們身上。 

 

背誦經文： 

以賽亞書 6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