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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婦的成長歷程 

——慕主先鋒教會主日信息 

吳蒙恩 

2022 年 2月 26日 

家人們平安！慕主的家人以及我們全球海外的家人平

安！平安！平安！這時代我們真的很需要平安。 

前陣子，突然在我的腦海裡面浮現出我小時候看過的一

部的電影，叫做《麻雀變鳳凰》。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

個電影，很久以前的一部電影，講的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女性

遇見了一位上流人士，在跟他的相處的過程中，這位上流人

士教她怎麼吃西餐，教她怎麼穿衣服，教她怎麼與上流人士

互動，慢慢地，這個本來是言語粗俗、動作很粗俗的一位女

性，因著跟這位的上流人士的交往接觸，整個人氣質改變了，

連周圍的人也都看出她很大的不同。這部電影突然就在我裡

面想起來，我就說：“神啊，祢讓我想起這部電影，祢的心

意是什麼？”神那天就突然提醒我，就說：“孩子，你有沒

有看見你自己生命中的變化成熟呢？”我就在神面前有一

個安靜，我說：“主，光照我，顯明我。十幾年前，我全職

的時候我是個什麼樣子？在這之前，我當初在校園時決定一

生我要當軍人，當時的生命的光景如何？”我思想，我回到

我從小成長的教會，我就看見主在我生命當中的製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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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變，我就好感恩！原來，我們生命的變化是因為認識了

這位元良人，一步一步地在我生命中一點一點地開啟，越來

越認識他、越來越認識祂。 

現在進入到內在生活的操練裡面，我就真正的發現，如

果我們只有停留在經歷的上面，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內在生

活核心的啟示。所以我想透過《雅歌》4 章 8—12 節，一個

佳人、一個美人、一個佳偶，她的生命因為認識這位元良人，

走著走著成為了新婦、成為了妹子，來同弟兄姊妹們分享神

在你我生命當中的變化、更新、改變。在主來的那個時候，

我們真的說出：“新婦已經裝飾整齊，預備好了，迎接祢的

再來。” 

我們一起來看《雅歌》第 4章第 8節，這邊說：“我的

新婦，求你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從

亞瑪拿頂，從示尼珥與黑門頂，從有獅子的洞，從有豹子的

山，往下觀看。”“新婦”這個字是《雅歌》裡面第一次出

現的稱呼。在之前，良人是稱呼書拉密女叫做“美人”，“我

的佳偶”，用了好多的形容，但到了 4章 8節，突然用一個

新的名稱去稱呼她，叫做“我的新婦”。而在整個聖經當中，

這個字一直出現在舊約聖經裡面，直到雅歌 4章 8節才翻譯

為“新婦”，這個是非常的特別。而我每次讀到 4章 8節的

時候，我總覺得如果我讀 4章 7節直接跳到第 9節不是很順

嗎？“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我就直接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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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節，“我妹子，我新婦，你奪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

用你項上的一條金鏈，奪了我的心。”不是蠻順嗎？怎麼突

然插進了第八節，而這一節正是“新婦”這個名詞第一次出

現關鍵節。我就說：“主祢一定要啟示我，祢一定要讓我明

白，為什麼祢對‘新婦’這個稱呼是放在第八節，而且祢也

對‘新婦’有一個很獨特的呼召叫做離開黎巴嫩？”黎巴

嫩是哪裡？是當時最美的地方。所羅門用黎巴嫩的木頭建造

了行宮，安排衛士在他們旁邊，保護他們夜間安全。黎巴嫩

不就是他們度蜜月的地方嗎？離開黎巴嫩去哪裡？去更好

的地方嗎？不是。去哪裡呀？去亞瑪拿頂、示尼珥跟黑門山。

這三座山當時是在整個以色列最北方的高山，這三座高山地

勢險惡，而且氣候十分的寒冷。剛結婚從佳人、從美人、從

佳偶，要離開黎巴嫩，把她帶到高山去。這高山風景漂亮嗎？

氣候宜人嗎？好像不是。那是不是有特殊的什麼美景可以看

呢？其實也沒有，而且還充滿著獅子、野獸跟豹，還要向下

觀看。這裡的風景有什麼好看？我在禱告當中我就發現，原

來神透過《雅歌》第一次的翻譯提醒我們，良人不帶祂剛剛

結婚的新婦度蜜月，而是去一個戰亂的地方、去一個氣候寒

冷的地方、去一個充滿野獸的地方，那就表示這是一個獨特

性的呼召。對於一個新婦的位分，從美人、從佳偶，跨越到

新婦的上面，神有一個獨特的心意。要讓這個美人、要讓這

個佳偶，從黎巴嫩的享受開始要付代價，上到高山，而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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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越過獅子洞、豹子山的地方，到了那裡，她才有能力向下

觀看，這是一個啟示。 

在基督徒的信仰道路上面，有時候我們剛信主，我們享

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祝福，好美呀！我的禱告神都垂聽，

我覺得我的人際關係有個擴展改善，我的身體好像也得了醫

治。奇怪，怎麼走著走著，好像困難就來了、挑戰就來了、

壓力也來了？所以在這個環境的裡面，有時候人就會灰心失

望：我不想再信了，我不想再跟隨主了，我不想再服侍了，

我也不想再牧養了，我慢慢做個聚會的會友，會不會比較幸

福一點呀？我們好像忘了耶穌基督曾經說過的那句話，那就

是：“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

跟從我。”親愛的家人，我們本來是在黎巴嫩享受神的豐富。

我知道你現在面對生活的環境和壓力有很多的挑戰和難處，

我也知道你在教會過往的侍奉的當中可能被傷害、可能灰心、

可能失望，你可能心灰意冷，慢慢對這一些教會服侍的邀約，

你開始保持距離，你不想要再去承擔，或是接受任何服侍的

邀約。有人說：“可能我不服侍，可能我不想參與一些教會

的工作，那是因為你不瞭解我的教會，我的教會好多問題。”

親愛的家人，這個不是外在教會的問題，更不是組織結構策

略出了問題，更不是好像你以為的牧者、或人、或事出了問

題，不！是我們的心已經不願意再回應這位良人——我的新

郎邀約：“離開黎巴嫩，開始去付代價，上高山還要越過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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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越過豹。”為什麼這位良人開始稱祂的美人佳偶為新婦

的時候，立刻有這樣的一個考驗？我們帶著期盼、帶著喜樂、

帶著祝福，覺得教會真好、牧者真好、弟兄姊妹們真好。我

熱情的參與一些服侍，慢慢就發覺這人有問題、這個制度有

問題，慢慢我對教會充滿了失望。都不是外面的問題！現在，

家人，這是我們心的問題。因為你不知道你正在回應這位良

人的邀約，一步一步地離開黎巴嫩，因為你正要成為新婦這

個角色。 

剛剛李群牧師有報告，已過的這周，我們有 50 天的為

灣區復興禱告；從去年的 12 月開始，我們每天的中午有等

候神一小時的聚會，週二是一小時半；從前年的疫情開始的

時候，教會開始有線上的晨禱；不僅如此，從去年年底的時

候，我們開始一天有三次 30 分鐘為我們的教會禱告。親愛

的家人，這都是一個邀約，幫助我們開始慢慢可以離開黎巴

嫩，可以開始上到高山，去看見原來在你我的生活當中，一

個新婦不要一直停留在黎巴嫩，雖然那裡很好，雖然那裡很

享受，雖然那裡有豐富，雖然那裡可以享受與良人的愛情，

但是開始我們要成為新婦的第一個邀約，那就是離開黎巴嫩，

開始上到亞瑪拿頂、示尼珥跟黑門山頂，這就是新婦該走的

一條道路。50天的禱告、周日的禱告會、每日的晨禱、等候

神、一天三次 30 分鐘的禱告，都是為了幫助我們這個人去

回應良人愛的呼召。我們為著神的教會，甚至是為著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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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城市，我們上到山頂，我們參與了一種屬靈的爭戰，

我們不畏懼這山上有獅子，我們不畏懼這山上有豹，因為我

們知道良人的一個邀約是為了讓我們開始與祂的心同行。參

與這些聚會要不要花你的時間？會花你時間的。一天三次禱

告會花你時間；每天中午 12:00-13:00把它分別出來，會花

你時間的。但是當我們這樣一個花時間，你正在走上高山；

當你走上高山的時候，你慢慢可以有參與一個打獅子、打豹

這個力量，為著你的家來求復興。我們現在才剛開始第一周，

明天晚上 6:00，在我們教會 6:00——7:30 一小時半的一個

禱告，不單只是為著教會的復興，不單只是為著灣區的復興，

你可以來為著你家的復興，為著你裡面的心可以復興。可能

你很久沒有參與服侍了，可能過去你是服侍的同工，你是熱

情的服侍同工，你現在只想好好參與一個聚會就好，你該為

著你的心來禱告，為著你的心的復興來禱告。在末後的世代，

我們一定要回應良人對一個新婦的邀約、對新婦的一個呼召，

離開黎巴嫩就是離開你的舒適圈，離開你習慣的時間安排，

如果在明天晚上 6:00—7:30，當我願意付上代價，我好像參

與了一個爭戰，我好像也參與一個打獅子打豹的爭戰，我看

見這地有一個改變。親愛的家人，你會開始有個眼光，你能

夠向下觀看！ 

我和李群牧師我們喜歡爬山，在我們爬山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有一個目標，我們希望一年給自己一個挑戰：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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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去參與一些高山爬山的過程的當中，我們不是氣喘吁吁的、

疲累的走完行程，無暇去享受整個周圍的風景。所以我們負

重練習——背著重的背包爬山，練習我們的呼吸、練習我們

腿的肌肉。因為我們知道，到時候我們去參與這個行程的時

候，我們的腿充滿力量，我們可以享受沿途的美景。當我們

到達我們的目的地山頂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遼闊、一望無

際的景色，我們享受每一個操練的過程。同樣的，當良人邀

約新婦離開黎巴嫩的時候，祂有一個目的。在教會裡面我們

為什麼要邀約禱告？我們為什麼要邀約你來參加晨禱？我

們為什麼要邀約你來參加等候神的聚會？我們有一個很大

的一個期盼，那就是你可以在你的生命當中藉著脫離宗教的

要求，慢慢進入到操練的享受裡面。因為有一日你要與基督

同掌王權，在整個過程當中你不是慌亂的、你不是累慘慘的、

你不是搞不清楚的，因為你在沿途，你的肌肉已經長成了，

你習慣離開黎巴嫩了、你已經習慣走上黑門山的山頂、你已

經習慣走上示尼珥的山頂。在走的過程當中，你氣定神閑；

在走的過程當中，你面對獅子、面對豹子，你不害怕；最終

達到山頂的時候，你有一個向下觀看的眼光。 

這個禮拜，全球最大的新聞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不管這是為了國家的政治而戰、經濟而戰、土地還是天然氣

而戰，你會發現在這一陣子的戰爭裡面，都說最可憐的就是

老百姓啊、最可憐的就是軍人啊。我看到一段影片，這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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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他的妻子離別，他們說：“這一離別，可能就是生離死

別！”所以在網路上面就出現了好多那種戰力的相比圖，在

戰爭的時候比什麼？不就是比武器嗎？比戰力嗎？比空軍

的優勢嗎？要不然就是比科技，你的科技如何？要不然就是

比盟國，誰的盟國最多？誰願意替你發聲？親愛的家人，你

不要只有看到這個地上的國在戰爭，你就覺得這是大新聞

了。 

今天，神的國正在與這個世界的情欲、撒旦惡者、世代

的敗壞、墮落、污穢在爭戰。基督徒有一場屬靈的爭戰，卻

是我們常常忽略、而且輕忽的。我們看到俄羅斯跟烏克蘭的

這場戰爭時，我們覺得不得了了，大戰了！但你知道嗎？在

這整個全宇宙當中有一個愛的國度，是需要我們這些新婦付

代價去參與，同我們的基督離開黎巴嫩，上到高山，越過獅

子和豹子，有個向下觀看的眼光，對這個世代有一個能力、

有一個榮耀、有一個治理權，我們必須要來彰顯。 

所以你看現在在整個烏克蘭（烏克蘭是一個基督教的國

家，大部分都是東正教基督徒，信耶穌總數約 70%），你有

看到有兩種形態的基督徒：在這轟炸的期間，一群基督徒竟

然上街頭、上車站為人禱告、唱詩、讚美、傳福音；但也有

一類的基督徒嚇死了，舉家搬遷逃亡，找機票、找船票，開

車逃跑。在末後的世代會有一場戰爭發生，而這場屬靈戰爭

一發生的時候，敵基督一興起的時候，網路消息絕對滿天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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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整個烏克蘭，網路消息就滿天飛，有人說：“總統

逃亡了！”總統就趕快拍視頻說：“我還在烏克蘭呐！”有

消息就說：“所有的場地、空軍的戰力、車站全部都被佔領

了!”有人說：“沒有!沒有！我們還是仍然有戰力，俄羅斯

所有的戰機也被我們打下。”在這場烏克蘭所有的戰爭裡面，

你就發覺這種網路消息滿天飛，假消息滿天飛，你都不知道

哪個是真，哪個是假。在末後的世代，敵基督的爭戰的裡面，

與基督徒這場屬靈的、一種國度的、黑暗與光明的戰爭的裡

面，告訴你假先知假教師的消息也是滿天飛。如果你平時沒

有建立一個離開黎巴嫩，上高山打獅子打豹，一個向上的眼

光，你達到一個山頂，有向下觀看的眼光；你仍然活在黎巴

嫩，根本看不清楚，你沒有辦法分辨誰是敵基督？誰是真基

督？因為敵基督很像真基督。而對於這位榮耀的君王，你必

須在每日的生活裡面去聽見祂的聲音，你才會有一種分辨力，

知道這是主要我走的路。 

親愛的家人，進入內在生活的啟示的裡面，就是看看你

現在。你的生活、你的追求，你現在是在黎巴嫩呢？還是正

在離開你的舒適圈呢？在你每日的生活時間的安排裡面，你

正在爬山嗎？你正在爬叫做亞瑪拿、正在爬那個示尼珥跟黑

門頂嗎？這都是北方最高的山。你的生活正在為著基督而付

代價嗎？你現在有在參與一些屬靈的戰役嗎？我禱告：我會

為著灣區禱告、我為著我家禱告、我為了我們的家能夠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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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烈火——我們家中的祭壇禱告。你有打獅打豹的經驗嗎？

你就可以去看看自己，我現在人在哪裡？你自己才知道！當

我回應這位良人對這位美人、這位佳偶邀約要成為新婦的時

候，我是一個踏上新婦呼召命定的人。 

我們蠻長的時間線上上聚會了！親愛的家人們，不可諱

言的，很多時候，我看到不管是在小家、在晨禱、在聚會，

我們難免會軟弱。有時候慢慢生活習慣了這種聚會生活形態

了，我們開始習慣只去聽，而沒有全心進入專注敬畏在神面

前的時候，其實我們感覺好像享受一些豐富，感覺好像享受

一些祝福，實際上這位良人還是一直在邀約我們：離開黎巴

嫩，離開黎巴嫩，上到高山頂，在那有獅子的洞裡面，在那

有豹子的山裡面，我們的眼光才會看得清楚；向下觀看，你

才看得清楚現在國與國、民與民的戰爭；你會再看明白現在

所有一切的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制裁或者是政治的一些的手

段教會的逼迫裡面，你的心裡才會有個底，不會惶惶不定，

知道神在末世的工作、不知道良人的工作、你才不會到末世，

你還在問：“主啊，怎麼會這樣？”求神祝福我們。 

我們來看第 9節說到：“我妹子，我新婦，你奪了我的

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項上的一條金鏈奪了我的心。”剛剛

說到我們與基督都已經成為新婦了，怎麼突然還出現了“我

的妹子”？我的妹妹？我已經是做良人的新婦了，怎麼還多

了一個“妹子”角色啊？這個“妹子”也是在《雅歌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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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9節第一次出現，這個“妹子”的形容的確是一個親妹妹

的意思。那已經是新婦了，怎麼還要用“妹子”呢？原來這

邊的“妹子”是什麼意思？是講到生命的根源從一位父親

而來。不單是一個兩人生命的結合，良人與新婦，而是我的

生命是與我的這位良人一樣，共同從一位父親的源頭而來，

是指我們的生命的 DNA完全一樣的意思。所以神不單是要我

們是祂的新婦，神要我們與祂完全複製，是甚至一種是複製

在我們的身上。所以妹子的關係是講到一個生命的關係的

DNA，是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合一！ 

在這個妹子和新婦的裡面，我們這樣緊緊的跟隨祂，離

開黎巴嫩，上到高山，我們在生命當中開始一些屬靈的征戰，

我們這樣就可以奪了我們神的心。你知道“奪了我的心”的

翻譯好美啊！叫做“神魂顛倒”,原來我的一個全然的愛，

我跟祂一個合一的關係，我可以讓我的神被神魂顛倒，因為

我的愛,祂整個人享受在這期間。而且“奪了我的心”的意

思，還有一種是“被鼓勵了,被激勵了，使祂有力量”，就

是因為這位良人愛祂的新婦，而當這位新婦全然去愛祂的時

候，祂被激勵，更願意來竭力的來愛我們。那我就想到，如

果我今天全力去愛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也全力去愛我的時候，

我的那份愛是活的，那份愛是真實的可以去給予她的。 

《哥林多後書》3章 18節說：“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

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變成主的形狀，榮上



12 
 

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這種就是一種複製的愛。當

我們勇敢的離開黎巴嫩，上到高山，在生活當中願意付代價

操練，在這屬靈的戰役上面我們參與，神的靈、神的愛就複

製在我的身上。像上一周法蘭西斯牧師所講，我們整個人不

單是擁有一個比摩西還要更大的榮光，而是我們整個人完全

與主複製成為一，這就是“妹子”的意思。 

有時候我就看鏡子，我就說：“神祢怎麼那麼愛我們？”

看著鏡中的我，有時候我想想，我也是一個普通的快 50 歲

的大叔，長得也很普通，在人群當中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

人，沒什麼特別的，但是神是那麼熱切的愛我們，我就說：

“主祢也幫助我，祢也給予我一個恩典，讓我竭力的來愛祢、

渴慕祢。”所以從去年的時候，我就向神有很深的一個禱告，

我說：“主，求祢賜給我一個渴慕祢的心，不是為了操練、

不是為了聚會、也不是為了體驗，我就是想要全然的愛祢，

好好的愛祢。”那時候，神就在我裡面好像放下了一種很深

的饑渴的感覺，我就隨時隨地好想要聖靈充滿，我很想要被

聖靈充滿。那時候我們周間還會聚集、禱告，有牧者為我們

祝福、為我們按手。我們每次在聚會當中看到，聖靈充滿像

大風一樣、像大火燒在中間，聖靈的火！聖靈的風！我們看

到有人興奮地叫、有人在興奮地跳舞。我那時候就說：“聖

靈啊，我好想認識聚會以外的祢！我好想要認識祢是鴿子，

祢說祢是一個印記，祢是微小的聲音，祢是光，在我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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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溫柔的提醒。聖靈，我好想認識祢！”因為這個禱告，

我晚上失眠了大概快一二個月，也不是說很嚴重的失眠，就

是晚上睡覺的時候迷迷糊糊，你就知道你在做夢，但是到了

差不多 3點左右，快 3:30的時候，你就醒來，就會很清醒，

有時候一整天都昏昏沉沉。我那時候只記得，我好像在睡夢

中我都呼喊說：“聖靈哪，充滿我！充滿我！聖靈啊，我好

渴慕祢，充滿我！”我就只記得我睡覺前的最後一句話是：

“聖靈，求祢充滿我!”當我早晨一起來的時候，我也說：

“聖靈啊，求祢充滿我!”在睡夢當中，我也說：“聖靈哪，

求祢充滿我！充滿我！”可是你知道長期失眠下去不是很

舒服，雖然在生活當中好像與主的交通變多了，渴慕神充滿

的禱告變多了，可是你知道一整天昏昏沉沉的也是受不了，

我就開始嘗試吃褪黑激素 melatonin，我就開始吃，一吃啊，

真好！我當天真的是一覺到天亮。這有效有效！然後我就開

始連續幾天我都去吃melatonin。我吃了大概有四五天左右，

我真的是睡得非常好。但是你知道嗎？我裡面突然有一種很

深的空虛感。我說：“聖靈哪，我好渴望祢能充滿我，我好

渴望與祢有一個很深地禱告，好渴望與祢……主澆灌我，充

滿我。”迫切地求。我還寧願要這個，所以後來我就決定了，

隔一周我就不吃褪黑激素了。果然當天半夜 3 點多又來了，

我又醒來了，躺在床上輾轉難眠，但是我每一時刻在聖靈、

在神的面前，裡面的呐喊——在內心的那種呐喊，我說：“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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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哪，充滿我！充滿我！澆灌我！”我甚至是早上起來刷牙、

我甚至在走路、我甚至在家裡辦公、我甚至是打電話跟弟兄

姊妹們有些關懷的時候，我裡面的渴，我真的是渴到說：“聖

靈，充滿我!”那種的渴、那種的饑渴，甚至讓我坐立不安。

我就說：“主祢如果再不充滿，我覺得我快死掉了，澆灌我

吧！澆灌我吧！”我就發覺那個時候在我裡面的饑渴，渴到

一種地步“我要遇見祢！我要遇見祢！”所以親愛的家人，

不論今天線上上聚會或者在實體聚會，真的不是求在一場聚

會裡面聽到一篇好的道、享受一段太美的敬拜、我今天有被

牧師按手、我今天有個美好的聖靈體驗，關鍵就是你今天要

遇見神，甚至是你回到家中聚會結束了，你這一個禮拜你對

神的渴慕是越來越強烈，強烈到一種地步：“主哪，聚會都

不能滿足我，只有祢能滿足我，那些有名的牧者都沒有滿足

我，唯用祢的聖靈澆灌我，我才會被滿足。” 

兩個禮拜前，丹尼爾林牧師說到“古道，你們要去察看

訪問古道”，我就很認真地回到聖經裡面，我就開始去查什

麼叫“古道”？“主，你在這個時候，你講‘古道’對我有

一個什麼心意？你透過法蘭西斯牧師講‘渴慕神’對我有

什麼一個新意？”我就認真地去查查“古道”，在聖經裡面

的意義跟出現的次數。我就發現對我個人而言（這是我個人

的一個亮光），我就發現“古道”是對那些走偏離的人的提

醒，要一些偏離的人回到古道！回到古道！甚至是對那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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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目前搖擺不定的人，神對他們說：“回到古道！”就是藉

著回到古道，他們才可以踏上新路。 

神好特別在 2022年一開始，讓我們整個將會進入到安

靜和安息。藉著 2到 4月內在生活的課程，教導我們好好地

把基本功練好，讀經、禱告、讚美神、等候神。這 50天的

禱告也發生在這三個月的當中，2月到 4月的裡面，我就發

現：“神，祢有一個心意，在這段時間要我們好好地去操練

古道。”因為在今年，2022年可能在 6月 7月，未來有一個

極大地挑戰，極大的困難到來的時候，我們才有辦法在古道

的根基上走出一條新路。就像是當年神帶領整個百姓出埃及

的時候，那一條路他們向來沒有走過，耶穌說：“這是一條

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就發現，原來“主，當我越來越

愛祢，越來越渴望祢的時候，我的生命被祢複製的時候，我

的眼被改變、我的性格被改變、我的生命被改變，變化到一

種地步，我像是從鏡中返照與祢一模一樣，原來在‘古道’

祢要我的一個預備是叫我這個人基本功越來越練好，我可以

走上一條新路。”  

仔細看現在的人在他的臉書、ins或者他的微信上面，

常常你可以看到人有一些動態的分享，分享哪裡有美食、哪

邊又開了新的餐廳、哪裡有一些好的旅遊的景區拍照，就好

像我也好想去去看。有一些的美麗彩妝、零食、影集和電影，

好多人對這些相當敏銳，常看到說“我最近要追劇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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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又出哪些片我得要去看了”“2022年有哪些新電影要出

來了，我要專注我要去看了”“最近有哪些的商品我要趕快

去採購了，哪些新的東西有周年慶要趕快買”。有一些人他

是對於股票、黃金的指數非常地敏銳；對於房地產基金的走

勢，他長期在關注；甚至是在最新的 NFT，虛擬貨幣、比特

幣、乙太幣、原宇宙這些未來的科技，他也是常常在關注。

所以這次的俄羅斯跟烏克蘭戰爭也有人問：“是不是要開始

拋售比特幣了？”親愛的家人，這整個世界的惡者撒旦牠有

一個心意，就是要叫你隨時在關注時代的動態，要讓你去敏

銳整個時代動態的一個動向。所以當我們這個人被世界、被

金錢、被情欲、被這世界的一切所抓住人的眼，我們這樣人

的眼沒有辦法去奪了基督的心，不要以為好像我們隨隨便便

用眼一看，神就被我們奪了心。NO，你的眼整天充滿著金錢

世界，你的眼充滿這個世界，你用眼一看，你再怎麼看，你

也奪不了神的心，因為你的眼裡面不是祂，唯有當我們長期

就是一直注視神、渴慕神、要神，“主，我要祢來充滿我，

我在乎的是祢，我愛的是祢。”而這樣的人用眼一看，才有

辦法奪了良人的心。 

那什麼是“項上的金鏈”呢？神在這時代，祂不單是在

調轉我們的眼目，祂也在製作我們的金鏈。最近我在帶內在

生活訓練的時候，有個姐妹她那天寫一個見證，我深深感動，

我就說：“主啊，這是啟示！她所經歷的是一個啟示!”她



17 
 

是我們中半島的一個姐妹，她過去在工作的時候，她很渴望

她能夠有一個工作上的突破，公司能夠幫助她申請綠卡。所

以多年來她就覺得“我做這個工作又不是我喜歡的，我想要

找到我的專長、我的強項、我想找這份工作。”所以她就跟

公司提出辭職，想離職。公司為了挽留她，就為她加薪，還

提出我們要幫你申請身份——申請綠卡。她就把這個消息跟

律師講，跟她父母講，在整個協談的過程當中非常地順利，

她裡面就充滿著大喜樂。哇！好喜樂！就在那個時候聖靈即

刻地光照：“你為著綠卡身份而喜樂，你為著與家人一同得

到這個好消息而喜樂，你有沒有為著‘我，我的自己’而喜

樂？” 她立刻在神的面前說：“神哪，我的心生病了，我

的靈生病了。”親愛的家人，這是啟示。耶穌跟彼得的相處

當中，有一次彼得在打魚的過程裡面，耶穌祝福彼得，那一

次彼得聽了神的話，整個漁船打滿了魚，彼得說什麼？“主

啊，我感謝你”嗎？不！彼得沒說這句話，彼得立刻跪在耶

穌的面前說：“主啊，離開我吧，我是個罪人。”這是一個

啟示，因為恩典，真實遇見恩典的人，恩典會令人悔改。是

這份愛調整了我們的眼目，是這一份靈裡的一種喜樂的改變，

成為我們“項上的金鏈”。 

很多時，在你我的生活當中，我們不斷迫切地禱告神，

主已給予我們，哇！感謝讚美主。你享受了恩典，但是你沒

有進入到恩典的啟示。我們操練內在生活，我藉著讚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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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感恩、我藉著等候環境改變了，哇！神真好！太棒了！

我就去享受我的工作、享受我的健康、享受我所擁有的一切，

這只是在經歷裡面，你還沒進入到啟示。但是當這位姐妹說：

“主我的心病了，我的靈病了。主祢救我，讓我的喜樂是祢，

而不是這些我夢寐以求的得到了。”親愛的家人，這樣才會

奪了神的心。絕對不是一個眼目被世界所充滿——我的喜樂

是來自於這個世界，我的享受來自於這個世界，而這樣的人

一看良人，他可以奪了良人的心，不是這樣子的。一個與神

真是被複製的人，我的妹子、我的新婦，都是看看在你我的

生命當中，我們是不是真的與主越來越合一、越來越合一，

至終，祂在我裡面，我在祂裡面；祂越來越多，我越來越少；

祂興旺我衰微；衰微到最後，從主靈變化成的我這個人。我

用眼一看，我奪了神的心，“我用我項上的金鏈”，這個金

鏈是從哪裡來？從對神的認識而來，從付代價而來。“我這

個項上的金鏈”從哪裡來？從不放棄的愛，從我對神的一個

全然跟隨的愛而來。而這樣才有辦法奪了神的心。 

我們來看第 10節和第 11節：“我妹子，我新婦，你的

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

香品！我新婦，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滴蜜；你的舌下有

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氣如黎巴嫩的香氣。”這就是我們剛

剛所說的妹子、新婦完全合一、完全複製所帶來的結果。你

在讀第 10節跟第 11節的時候，這個是良人對新婦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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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記不記得在《雅歌》第 1章 2—3節的時候，新婦對

良人說：“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

眾童女都愛你……”，這個比酒更美的愛情，這個榮耀的馨

香，這個美好的馨香不是新婦,而是良人。怎麼到了第四章

的第 10節、第 11節，突然良人也對妹子說，對新婦說：“你

的愛情何其美，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

的香品。”這就是完全的複製啊！ 

我看到第 10、11節說：“主祢幫助我，讓我的生命也

成為這樣子的生命，當我越來越跟隨祢，越來越愛祢，主啊，

我越來越緊緊的靠近祢、渴慕祢的時候，在祢身上的、在祢

身上一切的榮美、在祢身上一切的豐盛、在神身上一切的這

種屬性，複製到我的身上。我這個人，愛神的愛情比酒更美，

我這個人倒出來的膏油何等馨香！”。 

可是你會發現，在你我的生活當中，愛神不難，但是要

愛你周圍的人好挑戰！所以你會發覺在基督徒的生活當中，

各樣的人際關係有時候會帶給我們傷痛、流淚、誤會、失望、

甚或是憤怒。 

我在牧養一個小家的時候，有個家人他最近處理一件事

情，他就覺得他好笨，自責他好糟糕、他好魯莽，他不斷地

在責怪自己。我們這一步一步活出像妹子，我們這一步一步

活出像新婦的時候，你就發現在整個人際關係的處理上面，



20 
 

常常會勾起我們裡面所有一切的情緒反應。但親愛的家人，

不管你被誤會也好、被冒犯也好、被激怒也好，甚至在整個

環境，你裡面有苦說不出也好，你都要記得一件事情，你要

注意到你裡面靈人的情況。你要注意到你靈人的情況，千萬

不要失去了神在你生命當中的那個製作，不要讓被冒犯、苦

毒、憤怒、生氣在你身上一直停留，因為會讓美酒變成酸醋，

那會讓你的膏油發臭。 

“馨香”這個字在舊約裡面使用的頻率非常地高，不管

是聖膏油，神所做的事情，神在雅歌裡面出現好多的“馨香”

這個字，但是在新約裡面只有一次是用在人的身上。所有的

“馨香”這個字都是用在神的身上，是用在膏油的身上，那

是屬神的。但在整個新約當中出現過一次，在舊約也是就出

現在雅歌，在新約也是就出現過一次，是用在人的身上。在

《哥林多後書》2章 14—15節：“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

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馨香之氣。”一個在基督裡誇勝，並且顯揚那因認

識基督而有的香氣的人，他們就在神的面前，無論是在得救

的人的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氣，而這個

“馨香”是新約唯一一次用在人的身上，乃是藉著當我在所

有的人際關係處理的當中，我所有一切的情緒的反應，我要

問我自己：“我心內如何，我要注意到我的心，以至於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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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流露出來的是美酒，我這個人流露出來的是膏油的馨

香。”所以在整個第 11節特別講到言語、講到嘴唇。特別

講到嘴唇，就是講到你的嘴唇滴蜜，是滴蜜，好像蜂房滴蜜

一樣，你的舌下有蜜有奶，講舌頭。第二個講什麼？講衣服。

當我們講到馨香之氣的時候，講到如同美酒的愛情的時候，

講舌頭跟講衣服，所以我就開始練習操練禁言。已過的這幾

周我就開始操練禁言，先從一小時後來就操練半天，後來我

就漸漸操練一天。有時候很難，孩子會找你講話，弟兄會打

電話來，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你很難操練禁言。但是我就把

握的是我現在就操練兩小時，我就操練儘量講愛的語言，我

就儘量讓我的言語說出來，沒有這種讓美酒變成酸醋的雜質，

讓我的講話不要讓膏油變臭。本來是膏油是馨香的，死了一

隻蒼蠅在裡面膏油就毀了。香水本來很香的，就是有雜質在

裡面香水毀了。就讓我的心不要有這種雜質“死蒼蠅”在裡

面，我就發覺人真的很柔軟。當我越要禁言的時候就發現，

生命當中總有一個人可以很輕易的、一秒就讓你在禁言的上

面破功。好難哦！我就覺得，我常常不是我說出了白目的話，

就是我的配偶、我的孩子說了一句話，就讓我整個人或者是

你雖然嘴巴沒講，但裡面好多話也就出來。我就覺得禁言真

難！後來我就為這件事情禱告的時候，我就說：“主，為什

麼有些人這麼不好相處？主，為什麼有些人那麼在乎事情？

為什麼有些人那麼在乎這個、在乎那個？我不知道怎麼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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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那我呢？我在乎什麼，我是一個在這些事情在乎的

人，我是嗎？”那天神就讓我做一個好奇特、很幽默的夢，

夢到我在走路，走著走著那個路就開始出現石頭，一顆、兩

顆……剛開始還蠻好，避開不走，後來整個路上面全部都是

石頭。家人們你有沒有走過健康步道？健康步道上面不是一

顆一顆石頭嗎？你如果沒有穿鞋的話，你走在健康步道上面

會不會很痛？我走著就好痛！越走越痛、越走越痛，然後好

像我就被痛醒了。我就說：“這什麼怪夢？”這是異夢還是

怪夢我分不清楚，但是那天神就很幽默的提醒我：“人只要

柔軟，他就不會痛。”當我們越來越走著的時候，人越柔軟

就越不會痛。如果你走健康步道，腳哪裡痛是提醒你哪裡不

健康，對不對？你在走得好痛！怎麼走起來這麼痛啊！哇！

如坐針氈。在走的這麼痛的過程當中，其實告訴你要注意保

養，改變生活形態，注意你的身體的機能。原來神讓人際關

係出現摩擦、出現誤會，好像要解釋、要幹嘛，神有一個心

意，要讓我們健康的像祂，好讓我們的言語可以開始滴蜜。 

有人說“婚姻中的孤單比單身時的孤單還更孤單，婚姻

中所帶來的傷害比你周圍的好友帶給你的傷害更深”。我就

問說：“主啊，我是你的新婦，會不會有時候我讓你也很孤

單？我不瞭解你的心，會不會有時候我這個人也讓你覺得被

傷害？”我的衣服沒有香氣，我的言語是在滴醋，我的言語

不是滴蜜，我的言語可能是傷害。我就發覺神就光照，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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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真的是一句白目的話，可以在一秒內惹怒我的配偶，我

就想要去從《雅歌》的角度來看看良人怎麼對新婦說話，我

就發現我對我的太太說不出來。“主啊，我這個新婦沒有辦

法對良人、對祢說這樣的話。”所以神就在我裡面一個很深

地光照。“主啊，當祢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我讓祢覺得孤單

嗎？當祢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我的愛情美嗎？當祢跟我在一

起的時候，我的言語滴蜜讓你享受嗎？我的禱告是帶有目的

的嗎？我的讚美是出於我的自私嗎？我的等候神只是想要

來解決問題嗎？”我最近在讀陶恕弟兄的書《渴慕神》，其

中有一篇叫《親近神》，他說：“世界上的人完完全全的不

同，有些人明白神的心意，有些人在摸索、瞎摸一輩子。關

鍵就在於當一個人真真切切地去在乎神的感覺，有一種屬靈

的敏銳的回應的時候，這個人才會真實地與主相遇，他的言

語才有辦法滴出蜜，他的行為會使人帶出活的馨香之氣。”

我就說：“主啊，祢幫助我，讓我因著渴慕祢、愛慕祢，我

的言語改變、我的衣服改變，我整個人與祢完完全全地合一，

祢稱讚我的愛情何其美！我的愛情是比酒更美！我的生命

也流露出馨香的氣息。我就是你。”好美！ 

最親愛的家人，有一句話我真的要對線上的家人說，從

我心底真實的對家人說:“不要犯罪。”如果你現在正在一

個錯誤的情感的關係裡面，你可能把你的感情放在一個不對

的人身上，你可能付出了很多的感情，這麼多年了不想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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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知道他可能不會信主，你也可能知道他不是對的人，但

是你多年來情感一直放在他身上，你還沒放棄。我真的鼓勵

你不要再做下去！如果你多年在一個錯誤的性關係的裡面，

你可能還在跟某人在同居，你可能長期在一種色情影片的上

癮裡面，你可能多年來一直活在欺騙謊言的裡面，我真的鼓

勵你不要再犯罪了！過一個真實認識基督的生活，讓你的言

語可以被改變、讓你的愛情可以被改變、讓你生命當中的馨

香氣息可以被改變，讓你的愛情也吸引這位神。不要再犯罪

了！鼓勵你不要再犯罪了！ 

最後我們來看第 12節：“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

的園，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就是這句話讓我心裡有一

個真實的要從經歷走到啟示。在《約翰福音》為著拉撒路死

亡的事情，耶穌對馬大說：“馬大，你知道什麼叫復活嗎？”

馬大說：“我知道，我知道什麼叫復活。”但實際上馬大不

知道，以至於耶穌心裡憂愁，心裡悲歎憂愁。有人把小孩子

帶到耶穌面前，門徒說：“搞什麼？把孩子帶來，幹嘛？離

開！”耶穌就惱怒門徒。雅各約翰跑去撒瑪利亞，耶穌叫他

們到撒瑪利亞為他預備地方，撒瑪利亞人不接待他，雅各跟

約翰就說：“主啊，求你把火降下來，燒滅這些拒絕你的人。”

耶穌責備他們，“你們所求的你們不知道。”彼得說：“你

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說：“這不是人指示你

的，這是天父啟示你的。”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三次禱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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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睡著，他三次去說：“我心裡憂愁，幾乎要死。”我就說：

“主啊，很多時我懂聖經，可是我不懂你的心；門徒跟你相

處那麼久，他們可以朗朗上口你的教導，但他們不懂你的心

啊！你多次啟示你的心意，但他們不懂。”上個禮拜天內在

生活進深班結束以後，我一個人在房間等候神，聖靈厲害的

光照我，“你們可以談論耶穌，談論我，但你們其實不懂我

的心；你們可以談論內在生活的現象，談論內在生活的資訊；

你們可以知道什麼叫讚美，什麼叫等候，甚至有人說連於葡

萄樹、紮根溪水旁，有君王在掌管我們，但是你們的操練是

為了解決生活中的困難；你們可以分享借著資訊的操練，有

一些生活得勝的見證和得勝的經歷，甚至可以去帶領，可以

去教導。”但是在那天的禱告的裡面，聖靈光照我，我厲害

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主啊！若沒有啟示，我所教出來的不

過只是告訴別人內在生活多好，但是我沒有辦法讓人渴慕過

內在生活；我可以告訴別人‘你要讚美，你要操練’，但一

個沒有啟示的我，我沒有辦法把人帶進到內在生活的渴慕裡，

我只可以告訴他，‘讚美好，操練好，等候神好’，但他這

個人沒有力量起來操練，沒有力量起來等候。沒有力量可以

起來等候，那是因為我，我這個人我有經歷，但我沒有啟示。”

我說：“主啊！改變我，從我離開黎巴嫩，從我開始爬高山，

從我勝過這些獅子、豹，從我這個人開始被你複製，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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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人才會成為你的享受，你才會渴望與我關鎖，你才會

讓我成為你禁閉的井，我這個人才會有泉源讓你滿足。” 

親愛的家人，我講一件事“美好的應該關鎖，最好的獻

給神讓神享受”。但我要講一句話，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危險

的東西和場所是需要封閉的，你會看到這危險地方圍上了危

險黃色的條子，警告人不要靠近要小心。關鎖的監獄，禁閉

的毒氣站、核電廠，封閉的泥漿跟硫磺，它們也都是封閉的，

但是會讓人享受嗎？不會！它們應當被封閉，它們不應當讓

人進入。當我們裡面是成為一種危險的、信仰的宗教分子的

時候；當我裡面想要掌控人心，我討好人心要去牧養別人的

時候；當我所教導的是一個貪愛金錢、貪戀世界的成功神學

的時候；當我只是想野心的擴張我的教派版圖宣教的時候，

這種人應當要被封閉，這種人應當被關鎖，不是讓神享受的。

除非我們這個人離開了黎巴嫩，在過程當中完全被神改變，

完全的像神，我們的心可以奪了祂的眼，我們的愛情可以讓

祂享受。當我這個人與主相處的時候，主很渴望我們單單屬

祂，這是祂的享受，這就是一個關鎖的園，這就是一個禁閉

的井，這就是一個封閉的泉源，祂很享受。但如果我這個人

是廢棄的核電廠呢？我這個人是硫磺呢？我這個人是泥漿

呢？我這個人不是禁閉的井，我不是古井，我湧不出水，我

只不過是一個禁閉的坑。你覺得主耶穌跟我在一起是享受嗎？

不，祂不享受。所以就在我裡面，我就說：“主啊！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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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歷要走到啟示裡，不要只是有一點經歷，我就已經很滿

足了。不，把我帶進到內在生活的啟示，把我帶進到內在生

活的真實的渴慕的裡面。我不是只是帶領、教導、訓練，我

這個人在這個啟示的裡面，我的說話就帶著權柄，我的說話

有蜜有奶，我的衣服有的就是馨香，當我一跟你關鎖的時候，

會是你的享受。” 

不要以擁有內在生活的經歷為滿足，親愛的家人們，你

要明白內在生活的啟示。祂是榮耀的君王，祂是我的唯一，

借著生命所擁有的一切，是為了操練我們這個人像祂，而不

是解決你的問題。 

在《雅歌總結》這本書裡面，江牧師曾經說過：“有一

些弟兄姐妹平常很追求，光景也很好，突然有一天老闆給了

很重要的工作，整個人開始忙著計畫、忙著工作。這個就是

平常沒有操練好，沒有成為關鎖的園，以至於仇敵可以在我

們裡面出入，我們就成為牠攻擊吞吃的對象。魔鬼如同吼叫

的獅子，遍地尋找可吞吃的，那些不關鎖在主裡面的，就常

常是他吞吃的物件。”所以親愛的家人，關鎖不會花你很多

時間的；即使要花時間，那也是值得你我付代價的。我們當

中可能有許多上班的人，他們的光景跟這個書中所說的弟兄

一樣，早上一起來好多事要去處理。如果我們願意竭力的進

入到神的裡面，竭力的愛他，單單的愛他，每一天，清晨起

來就是這樣操練來愛他，在上班的途中這樣操練，到了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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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只要有一點空閒的時間，就起來與神一同關鎖，在生命當

中很多的緊張、焦慮、重擔都會消失。你不要以為覺得與神

關鎖是一個感覺，這個就是神的自己，當祂豐富的在我們裡

面，我們處理的事情就會迎刃而解。 

在末後的時代，有人會越來越害怕、有人會甲狀腺亢進、

有人會神經衰弱、有人會失眠、有人腸胃的疾病、可能有人

是憂鬱症、有人是恐慌症，治療這些疾病的妙方，就是回到

裡面與神關鎖。注意不要讓垃圾進來，注意求神把啟示賜給

我們，免得我們以為有一些的經歷我就在過內在生活了，而

我們離神甚遠。求神擴張我們的心，把我們一步一步從內在

生活的經歷走進到內在生活的啟示裡。我就明白讚美是因為

祂值得我讚美，等候是因為祂渴望我親近祂，禱告是因為祂

的旨意要成就在我的身上。阿們！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耶穌我謝謝祢把我一步一步帶進到內在生活的啟示，

一切的操練不再是一個宗教的行為，一切的操練都轉為享受，

是因為我們正在離開黎巴嫩，走上高山，越過獅子洞，越過

豹子山，我們有了一個向下觀看的眼光。末後的世代祢快來

了，我知道戰爭會越來越多，饑荒、瘟疫……。經濟都會有

極大的挑戰，甚至可能會有天然的災害發生，但主啊，祢說

當我單單的注視祢、愛慕祢、尋求祢，走在這條古道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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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祢要帶我們踏上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祢要引導我們

走一條向來沒有走過的新路，祢要帶我們走一條充滿的愛和

恩寵的路，謝謝祢。 

再把渴慕賜給我們，一種饑渴萬分的饑渴的渴慕賜給我

們，好讓我們迫切要祢，聚會不能再滿足了，只有祢能夠滿

足。主啊!就是只有祢才可以滿足我裡面的深處的需要。改

變我，讓我的愛情讓祢滿足，讓我的衣服有馨香之氣，讓我

的言語滴蜜流奶，更讓我整個人每當與祢關鎖的時候，祢很

享受。垂聽我們的禱告，奉靠耶穌基督榮耀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