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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恩召（1）美麗像神 

--摘自江秀琴牧師 2013 年 7 月 21 日主日信息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

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

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弗 1:17-19） 

這是保羅為以弗所教會的禱告，我們也常常需要用這段聖經為自己禱告。我

們受洗歸於主的名下，進入神愛的國度，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斷地來認識祂。 
認識，是親密無間的關係，不是僅僅只知道一些有關祂的事，而是同房的那種親

密關係 。 

 神恩召的指望：真知道祂，真認識祂 

Martina 牧師 近帶四個青年人，去台灣帶領、教導琴與爐的敬拜。這兩周，

他們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們說，他們 大的得著是：彼此更加認識。他們

發現對方都是那麼可愛。 

我們與神的關係也是如此，需要與神住在一起，需要一起吃飯，彼此談心，

一起服事。這種認識需要智慧和啓示的靈來開啟我們，我們才有可能認識祂，否

則我們對祂的認識只是侷限在我們生活背景，自認為祂應該是甚麼樣。 

當耶穌來到地上的時候，那些自以為認識神的法利賽人，卻完全不認識祂，

他們常常被耶穌冒犯， 後還要祂殺害。我們需要真的知道祂，真認識祂，要認

識祂的美麗，這位全能的神來到地上，願意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是為了一群與

祂敵對、很蒙蔽的、很不認識祂的人，甘心樂意地去死。 

我們需要認識這位神，祂到底在想什麼？祂到底在乎什麼？祂的情感到底是

什麼樣的？祂喜歡憐憫，喜歡施恩，喜歡跟軟弱的人在一起，祂用憐憫把軟弱的

人吸引過來。神來到世上是尋找罪人和軟弱的人，祂的憐憫、溫柔和愛會使他們

潔淨，使他們尊貴起來，恢復神創造他們時候的榮美。 

當我們認識祂，我們的生活和表現就會不一樣。當我們追求主的時候，神也

在乎我們是否願意喜歡跟軟弱的人在一起，去扶持他們，而非嫌棄他們這麼軟弱。

你如果常常去服事軟弱人，你就容易找到神，神的同在就在這個地方 豐富。 

“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就是說：神這麼大的恩典白白臨到我們身上，祂

在我們身上的心意是什麼，祂有何等的指望。就好像一個有錢、有權、有地位的

人卻為乞丐，為小偷等骯髒、卑賤的人死，他一定有一個指望，他不是白白去死。

我們需要神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讓心思可以明白過來明亮起來：“原來你替我

死，是為了改變我像你一樣尊貴，美麗。”祂的死使罪人不再被定罪，而且還會

變得尊貴，回到阿爸父的懷裡被愛、被尊重，使這個人變得那麼尊貴美麗。神說：

「我值得為你死！」這就做叫神恩召的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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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媽媽被聖靈充滿的故事 

徐媽媽在日本，很想知道甚麼是聖靈的工作？有人說他在香港被聖靈充滿，

她就很想去香港，但沒有錢，她就讀聖經，把有關聖靈充滿的經文寫下來，就很

渴望經歷聖靈充滿。有一天，她接一位從香港來的黃太太，就告訴黃太太，她渴

望被聖靈充滿，黃太太約她來家裡與聖靈相約。 

那一天，徐媽媽應約去黃太太家，路上遇到一個曾經騙他們錢的人的兒子，

這個人曾經騙他們一家，使他們變成一貧如洗，後來，這個騙子到了日本。於是，

她用朋友的錢到日本尋找那個騙子。這天，她剛好看到他的兒子，就希望他們能

還一點錢。這個兒子就說他住在香港，只是來探親，就勉強寫了爸爸的地址給她。 

徐媽媽裡面就憤憤不平，覺得他們存心不還錢，本想跟著他去見他爸爸。忽

然，她念頭一轉：“不行，我今天是要去見聖靈的，聖靈的寶貴是無可比的，我

寧可損失一切，放棄一切，也不能沒有聖靈！但這是我們尋找好多年都找不到的

人哪！”後來，她決定還是要去找聖靈，但她裡面波濤洶湧，於是，她就專注在

神身上，知道今天是要來找聖靈，她就使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到了黃太太的家，她感覺好象完全沒有這回事了，很平靜。但黃太太一見她

的面，劈頭就說：“徐太太，神告訴我說，今天聖靈不會降臨在你身上，因為你

心懷不平。”徐太太發現：“聖靈真是參透萬事，主啊，沒有什麼會隱瞞過你，我

不管怎麼樣打理心情，你還是看到我心懷不平。神哪，你憐憫你的女兒啊！憐憫

你女兒的委屈啊！你知道我多年的冤屈，你不能讓我因著別人的過失和傷害，使

我的心憤恨不平，以至心不聖潔，攔阻我親近你，朝見你。神哪，你一定要救我，

要用你的寶血潔淨我！” 

黃太太告訴她：“我帶你認罪！”黃太太家有好多小紙片，串成一個大圈圈，

每個小紙片上都寫著整本聖經裡所列的罪。黃太太讓徐媽媽看每一張紙片，省察

自己有沒有這個罪。徐媽媽發現，幾乎每一張紙片所寫的罪，她都沾上邊了，只

有程度的大小不同而已。於是，徐媽媽一項項跟神認罪悔改，悔改完畢已是天晚

了，她就回家，約下禮拜再來。 

徐媽媽開始明白神的話：如果你饒恕人，天父就饒恕你們，你不饒恕人天父

也不饒恕你們。因為她知道認罪悔改不只是在嘴巴、在心靈裡面，更需要對人有

具體的行動。於是，她就開始寫信給每一個跟她有過節、有疙瘩、有不愉快的人，

向他們道歉。   

例如，當徐媽媽家道中落，負債累累的時候，她就請女兒去跟親戚藉很少一

筆錢周轉一下，結果女兒空手回來，那個親戚說不方便。她覺得人的冷漠和不仗

義，心裡就很傷心。她出去散心時，順便去管家家裡坐一坐。结果那個不借錢給

她的親戚為了躲她，就躲避在管家的家。她看到了親戚，就更氣憤，便破口大罵，

說他無情無義。 

事後，徐媽媽覺得懊悔，可是已經罵出去了，也收不回來，就不了了之。當

她願意認罪悔改，願意潔淨自己的時候，就求神光照她這件事，她就寫了一封正

式的道歉函，也跟親戚介紹耶穌。這個親戚接到她的信，非常驚訝，也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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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個親戚也內疚了好多年，她的這封信也使這個親戚心裡得著釋放，他們兩

個人的心都得著釋放。後來，這個親戚就信了耶穌。 

徐媽媽寫出去的這些道歉函，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些人當中不少都信主。

當她花很多時間處理這些問題，多年來心頭上的重擔就都不見了。只是還沒有解

決的，就是這個把她家害得這麼慘的騙子。她就跟神講:“神哪，我願意饒恕他，

這筆債就完全勾銷了吧！” 

徐媽媽請她的牧師跟她一起去見這個人，她本來擔心那個地址是假的，結果

一去，那人果然住在一個陰陰暗暗的房子裡面，他嚇了一跳，根本沒有想到徐媽

媽從心裡面原諒他、饒恕他了。他就一直解釋。其實，他為了怕徐媽媽追債，就

把錢分給大兒子和大太太，結果，他們卻都背叛他。那人有三個太太。 

那人身旁有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孩，是二太太的女兒，一看就知道是個精神病

患，但沒錢醫病，徐媽媽和牧師就心生憐憫，說：“我們帶她去醫院。”徐媽媽其

實很窮，身上正好有剛收到三萬塊日幣，付完醫藥費，徐媽媽就變成一毛錢都沒

有了。 

隔幾天，徐媽媽去黃太太家，她剛一進來，黃太太裡面就感到極大的喜樂，

這是聖靈的喜樂！因為聖靈住在我們裡面，就是要美化我們這個人。當徐媽媽願

意認罪悔改，解決跟人之間的恩怨，願意清理幹淨，聖靈就好喜樂。徐媽媽進到

她家，才一跪下來禱告，聖靈馬上就從頭到腳，電流通過她的全身，她就倒在地

上，說出方言。 

從那一天開始，徐媽媽裡面有一股力量、一種喜樂、一股泉源，她的服事就

不一樣。在她家的聚會中，聖靈就做很大的工作。在她的探訪時，她就知道這個

人裡面的需要，能說出這個人裡面的事情。神的靈大大與她同在，一直到她過世

之前，神的靈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她。 

 聖靈的工作，在每個人身上都不一樣 

耶穌為我們死，祂在上十字架之前，對門徒說：“我會離開你們，我去了，

聖靈保惠師會來，祂會住在你們裡面，那時，你就會知道，我在你們的裡面，你

們也在我的裡面。”聖靈使這位複活的基督住在我們裡面，祂來到地上，就是要

把父的美麗表明出來。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約 1:18） 

耶穌說，你們看見我，就是看見父。耶穌在地上讓人認識這位愛我們的父，

是充滿了恩慈和憐憫的父，祂來，不是為要審判我們，而是為要拯救我們，服事

我們進入祂的國度，使一個自私自利的人改變為一個充滿了神的愛和憐憫的人，

從一個卑賤的人變成尊貴和榮耀的人。這就是聖靈住在我們裡面的目的，祂要來

改變我們。這種改變常常是藉著我們追求、要認識祂，渴望經歷祂，渴望與祂有

親密的關係，藉著我們渴望多少，要多少，祂在我們身上就做工多少。 

怎麼做工呢？開始，聖靈就是不充滿她。有人覺得自己只是來前面敬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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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充滿。很可能是因為神知道我們這個人很容易放棄，還沒有那麼渴慕，聖靈

如果不趕快充滿我們，我們很可能就放棄了，所以神趕快充滿我們，吸引我們繼

續來追求，神就是讓我們先略嘗一點祂的同在。 

而神知道徐媽媽是一個渴慕要神的人，她知道這個是對的、好的，有決心，

很迫切地非要不可，神就要讓她忍耐一段日子，要再擴充她、潔淨她，然後才來

充滿她。如果你追求被聖靈充滿，還沒有得著，覺得為什麼有人比我晚來教會已

經被聖靈充滿了？神要擴充你的耐力，擴充你的信心，讓你更潔淨自己，以至於

你充滿的程度更大。 

每個人被聖靈充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些人就像在一場大雨底下，一出去

就幹掉了；有些人是一直細水長流，直到滿溢出來；有些人是已經預備好一個潔

淨的大容器，已經等候、渴慕很多年了，神給他的充滿是極大的，也是不容易失

去的。所以，神給每個人是不一樣的，沒有哪個人會吃虧，神是很公平的。 

 尊榮文化的關鍵：愛和饒恕 

神是怎麼樣來美化我們，使我們可以像耶穌一樣美麗呢？就是藉著我們要

祂，在追求祂的過程中，祂要求我們，祂不給我們，或者要我們悔改，要我們去

低下，跟人認錯和好，去愛敵人，愛仇敵。我們為了渴慕得著神，就她認識到這

位神是這麼聖潔的，祂不讓祂所愛的孩子裡面有一點心懷不平。 

我們被人傷害，怎麼可能不心懷不平呢？因為住在我們裡面的這位神沒有辦

法不原諒一個人，住在我們裡面的這位複活的基督在地上已經活給我們看了，祂

沒有辦法去恨一個人，即使面對那些喊釘祂的人，祂都說：“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耶穌對那些人，心裡沒有憤怒：“我講道給你們聽，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

我還醫治你們，你們這樣對待我！”耶穌用愛來對待我們，而祂現在就住在我們

裡面，祂要改變我們也可以愛仇敵，可以去祝福那些虧欠我們的人。祂的溫和使

我們為大，祂住在我們裡面，也要藉著我們的溫和使別人可以尊貴起來。 

徐媽媽的整個家被那些欠錢的給害慘到一個地步，她的先生自殺三次沒有成

功，因為錢被全部騙光了，因為信任那個騙子，徐媽媽和先生負債累累。可是徐

媽媽因著她愛仇敵，願意饒恕仇敵，而且還願意用僅有的錢去醫治他的女兒，聖

靈就做工在她的先生身上。徐伯伯也願意開始跟徐媽媽探訪他們家，帶他們家去

教會，帶他另外的女兒信主。 

這就是尊榮，藉著你不斷的原諒他，饒恕他，愛他、給他，使人經歷福音的

大能，聖靈因此就好喜悅。如果你想要得到神的同在很豐富，你要想想有什麼人

曾經很虧待你，讓你痛恨不已，你就去饒恕他，愛他，你就會得到神的同在很豐

富。如果你不喜歡有一些人，你就要去愛他，這個叫作尊榮文化。 

耶穌把天國的尊榮文化帶到地上，祂現在藉著聖靈住在我們裡面，祂要我們

也去尊榮別人。尊榮不是對方值得，而是因為這位尊貴的神住在我們裡面，我因

為跟祂聯合，祂住在我的裡面帶領我，也這麼低下、柔和、謙卑，就像耶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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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待我，我也這樣去對待別人，去把對方去捧起來，不是在乎他值不值得，配

不配，而是我們是那麼尊貴榮耀，跟別人有不一樣的反應，不一樣的說話，不一

樣的行動，去對待仇敵。當神的兒女都這樣的時候，世界就一定會改變。 

 在恩召中，活出神的美麗 

我這次在臺灣有一個機會，跟一個政府官員在一起，他就對我非常好，而這

個人并不是基督徒。他的姑媽是基督徒，他每一次跟姑媽見面，姑媽都是用愛來

對待他。當基督徒你用神的愛、神的柔和謙卑去對待別人，福音的種子就會撒出

去。當時，我我裡面就有一句話：“世上的國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國。” 

藉著神的兒女在生活裡活出天國的尊榮文化，就是神國這位天國的王是怎樣

美麗，祂住在我們的裡面，祂當初藉著耶穌來彰顯天父的美麗，今天聖靈住在我

們的裡面，也藉著我們彰顯出祂的美麗。不是讓人信主時對人好，你不信，我就

去找別人。而是我們的生活一直都是這樣去對別人好，去尊重別人，去敬愛別人，

這個世界就會改變。神就藉著這個改變我們，這是祂恩召的指望。當你真實的開

始過內在生活，神一定會使你越來越尊貴，越來越美麗。 

有一位姊妹從外地來參加我們年初的特別的聚會，我就在臺上說：“你們仰

望神，神今年要你去面對什麼事情，要你去處理什麼事情， 重要的三件事是什

麼？不要用你的頭腦想，你要問神。”她就開始問主。晚上睡覺，神就給她一個

異夢：她就夢見她的女兒，第二天要考試，今天又忘了帶課本回來。她就非常生

氣，大聲對她訓斥。 

這個姊妹就醒了，聖靈在她裡面就讓她知道，今年，她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

她跟女兒的關係。她開始注意，不要再像以前一樣嘮叨，對女兒大聲。當女兒忘

了這個，忘了那個時候，她就跟神說，而不訓斥女兒。一段時日以後，她就發現

女兒改變了，變得愛媽媽，在日記上寫，媽媽怎樣好，並開始有責任感，開始在

乎考試，在乎成績，變得主動起來。   

一個人只要真實來連於神，在乎神的同在，在乎聖靈的感動，在乎渴望討神

的喜悅，讓神可以很安息地住在我裡面，一但知道神讓你做什麼，你就很願意這

樣去做，神真的會主動讓你變得更美麗、更尊貴。你知道聖靈多棒多好！你知道

祂的恩召的指望嗎？祂指望你變得尊貴美麗！ 

過內在生活不是你的目標，而你的目標是改變像神一樣的尊貴、美麗，改變

像祂一樣柔和謙卑，像祂一樣恩慈憐憫，因為我們的神很在乎我們跟祂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為什麼第一誡命講到：“你要盡心盡興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也相

仿，其次也一樣重要，就是要愛人如己。”我們常常對自己的過錯趕快遮掩過去，

不希望別人針對我的缺點一直提。 

但是，我们对别人的错，常会一直盯住，盯着別人做不到的那些软弱。这

就是神要帮助我们的地方：要爱人如己，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都很尊贵、

重要，都是这麼美丽。他有这个缺点，但他有其他优点。你要一直帮助他的优点

更多发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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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地上，祂的眼光從來沒有因我們做錯的事、祂周遭的不完美的環境、

而改變對我們的態度。祂總是那麼柔和謙卑。這個靠我們是沒有辦法，可是，我

們願意一起來連於聖靈，讓聖靈一直來幫助我們去尊榮別人。我們要真實在過內

在生活，因為內在生活就是聖靈內住在我們的裡面，而我們裡面藉著跟聖靈的聯

合，在乎祂的同在，祂就會在許多方面光照我們、引導我們。無論是我們家庭生

活，或者是我們要追求祂。祂藉著每一方面都一直要美化我們，而神美化我們的

一個很重要的管道，是藉著跟別人同工、藉著我們的服事。 

 原來，我們都有不一樣的美麗！ 

我們教會有兩位做文字工作的 A、B 兩位姊妹，A 姊妹在這個工作上已經做

了一部分，B 姊妹開始加入服事，主管說：“有關這一部分的工作，你們兩個人

的風格不一樣。為了完整起見，這一部分就都讓 B姊妹做吧！”可是 A姊妹已經

花了很多時間、心血，現在整個交給 B姊妹。但是，A姊妹還是耐心地教 B姊妹

該怎麼做。 

但是，B 姊妹在母腹裡就有被棄絕的傷害，再加上成長過程有被錯誤對待，

曾被權柄當眾羞辱。她很容易就有放棄的想法，很怕被人指出錯誤，感覺在被審

判，或別人會不高興。她的反應會比較負面，就覺得：“A 姊妹一定不高興我，

一定不滿意我，我怎麼去跟她溝通呢？我有不會溝通。”所以，她就完全不溝通，

在害怕中就不回應。 

主管跟 B 姊妹說：“你要跟 A 姊妹去有一些 Fellowship（聯誼）。因為你這樣

不回應，會讓對方覺得很怪。”可是，她就是害怕，因她從小受傷害，常會這樣

反應，走不出那一步。她就跟神說：“那怎麼辦？”神就說：“你真的想學好這一

門功課嗎？你真的想把這個成績考得很好嗎？” 

B姊妹是個很認真、很用功的人，就對神這樣的問題感到興奮。她說：“想啊，

當然想，但我要怎麼做呢？”神說：“這件事並不難，你只要有一個能聽的耳，

受教的心。”她說：“神啊，我知道這個道理，但實際要怎麼做呢？”神開啟她說：

“A是個很講理的姊妹，她在理性上都可以接受這個結果，但在情感上有一點卡

住。你就去把你裡面對她的尊敬表達出來，你去尋求她的幫助，這樣，她會得著

安慰。” 

B 姊妹豁然開朗：“對啊，如果換做我是 A 姊妹，我就沒有像 A 姊妹這樣的

寬宏大量。我所做的後來讓別人做，我可能都受不了。”她更敬佩 A 姊妹，她平

常就很尊敬 A 姊妹，覺得 A 姊妹才華橫溢，在文字工作中很嚴謹。但她從來沒

有表達過。 

於是，B 姊妹約 A 姊妹出來吃飯。在吃飯時，B 姊妹就先講到自己的軟弱：

“我在初中的時候，寫論說文都不及格的，因為我只會寫抒情文，就用抒情的方

式寫論說文，就不及格。”A 姊妹說：“我就是書讀很多（拿了碩士、博士），書

生氣十足，我想寫一些小孩子的教材來改變自己。” 

B 姊妹跟 A 姊妹說：“我對你非常敬佩，我覺得你才華橫溢，寫得好嚴謹，

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幫助。”A 姊妹就說“其實，我覺得你寫作的風格真的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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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內在生活的書籍。我願意幫你把關，願意幫你校對。” 

那天，她們談得好開心，好像第一次真實認識對方。B姊妹開始明白：“原來

神讓我們同工，就是因為我們兩個這麼不一樣，以至於我們可以取長補短，實在

是太棒了！”結束的時候，A姊妹說：“這頓飯我們早就該吃了！”B姊妹說：“下

次我們再約個時間，再來吃飯。”我看了她們彼此的見証，心好感動、好美，真

的好美！ 

A姊妹因著操練過內在生活，反應很不一樣。如果我們站在她的立場：“主管

希望我把工作給她做，我把好意告訴她，她都不回 Email”而 B 姊妹是在她成長

過程中受傷害、被錯誤對待，以為對方不滿意自己，把建議看作是不高興的表現。

但因為 B姊妹也在操練內在生活，她就來問神，來連接於神，否則，她本來的反

應就是想睡覺，不想面對，遇到人與人的衝突，她常常是想要放棄。神這樣教她：

“只要有謙卑的心，能受教的耳。”神教她把心中對對方的尊敬表達出來，尋求

對方的幫助。 

兩個不一樣的人在一起同工，因不同而可能分裂。可是，她們可以變得那麼

好。這就是天國的尊榮文化！這也是因為兩個人都過內在生活，聖靈就住在她們

裡面，把對方的尊榮去表達出來。不是一直針對事情，一直講理，講對錯，你對

70分，但我對 90分，而都願意去尊榮彼此，兩個人就變得這麼合一，這麼相愛。

本來，這可能變成很不好的結局。 

我就發現，當神允許每一件事情的發生，特別藉著服事，藉著同工、辦公室

的同事、同學，藉著家庭關係、夫妻關係、兒女關係，藉著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不愉快，祂都是要我們來到祂的面前尋求祂。這位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就開始

來美化我們，祂好有智慧，好柔和謙卑，祂教導我們，讓我們知道問題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被錯誤對待，在母腹裡被拒絕，成長過程被權柄錯誤對待，這些都

會使我們變得不美麗。可是神住在我們裡面，祂會醫治我們，來美化我們。 

B 姊妹那幾天，都一直想睡覺，不想面對。同時，她還有別的服事，都遇到

一些衝突，又想放棄，可是每次親近神，神就一直開啟她、安慰她、鼓勵她。她

只是照著去做，一踏出去，她就發現，神教導她：“只要打開你的耳朵，柔軟你

的心，你就會開始聽到不同的聲音。” 

很多時候，我們仍然在過去的傷害裡面，都是被罵、被貶損、被拒絕。所以

當，有人對我們只是建議，我們就感覺對方是拒絕我，就覺得對方好像不滿意我，

在控告審判我做得不好。當我們柔軟我們的心，打開我們的耳朵，在神的光中再

去聽的時候，就聽到不同的聲音：“其實她只是愛我，給我建議。” 

A姊妹和 B姊妹在吃飯時，B姊妹就跟 A姊妹講：“你給我的建議，我會照著

你的建議做，你覺得我那個稿件寫得太長，我會把它改短一點、簡潔一點，不要

寫得那麼細。”A姐妹也很高興：“我對你的好意，對你的建議，你接納了，你明

白了，我不是對你雞蛋裡挑骨頭，只是為著事工的好處。”她們兩個就和睦了。 

 尊榮文化的關鍵：與神親近，面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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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榮文化就是跳出自我中心，跳出分別善惡樹的自然反應。因為我們過去就

在分別善惡的文化裡面，有很多扭曲的思想、扭曲的領受，現在，我們必須開始

用積極的、尊榮的文化去對待。遇到衝突時，不要只想逃避，只想放棄，因為這

時候，正是神要醫治你過去的一些傷害，開始來美化你。 

也許，你長期很怕去面對這方面的軟弱，一有衝突，你就逃避，好多丈夫都

是這樣，因為他不知怎麼解決衝突，所以，一有衝突就不說話，就逃避。其實，

這個對太太傷得更深。這個時候，你要仰望神，安靜在主面前，問主：“問題在

哪裡？”若夫妻兩個人若都是這樣，就可以在主裡合一，而不給魔鬼留地步。 

內在生活，就是這位內裡的聖靈要藉著每一件我們周遭的環境，要我們要開

始去修複跟人的關係。在修複的過程裡面，我們變得美麗起來。你不要覺得：“每

次都是我跟他道歉哪?我的老公從不道歉，都是我要跟他道歉，難道錯的都是我

錯嗎？”沒有關係，你越這樣道歉，聖靈就在你裡面就越喜樂，神的同在就越豐

富，你就越美麗， 終，你的另一半一定會美麗起來。 

 結語：奇妙的恩召，美麗的你 

這就是為什麼這裡講到：“求神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叫我們知道他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祂有什麼指望在我們身上？祂付了這麼大的代價，祂渴望我們藉

著不斷地認識祂的美麗，繼續認識祂的美麗裡面，我們一直被改變，越來越尊貴、

美麗起來。 

天國尊榮文化，不是你去學一些外表的技巧方法而已，而是從裡面，讓這位

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賜給我們柔和謙卑的心，在我們裡面把耶穌的美麗彰顯出

來。 

一位伯克利二年級的學生，來到我們當中聚會，他就感受到神的同在，看見

耶穌掛在十字架上，祂就是這麼溫柔！這麼謙卑！這麼大能的神竟讓罪人毫無理

由地把祂釘在十字架上！這就是祂的美麗。這個弟兄感嘆道：“耶穌，你好美！”

不知不覺，耶穌就跟他一起跳舞。耶穌在喜樂、平安裡跳舞，好美！耶穌說：“我

一直都是這樣美，我不跳舞的時候也是這麼美！” 

如果你要真知道祂，就要求神照明我們裡面，讓我們可以明白過來，可以知

道恩召的指望。內在生活不是說你有操練讚美、順服，那段時間過了，又開始操

練爭戰。內在生活不是被分割成一塊一塊的，而是整個體系。整個內在生活就是

要我們連於住在裡面那位美麗的神，藉著每一樣發生的事，我們來問祂，連於祂，

祂就會讓我們的反應不一樣，我們就會被改變。祂幫助我們對這件事、那個人的

看法不一樣，於是，我們就越來越改變像祂，就美麗起來，這就是內在生活。 

我到外面看到一些弟兄或姐妹，就覺得他們就是在過內在生活！不在乎他有

沒有聽過這方面的信息。就像徐媽媽，沒有人教導她有關聖靈充滿的真理，但是

她自己讀聖經，看到聖靈這麼寶貴，她就要！就照著別人給她的指示，她就徹底

悔改，就大大被聖靈充滿！ 

我們的神很真實。你一定要真知道祂，如果你跟祂來真的，祂就跟你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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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聖潔、柔和、謙卑、美麗的神住在我們裡面，而我們裡面常常有苦毒，有憤

恨，對人不滿、不喜歡，就是有一點點的疙瘩，這都會攔阻祂在我們裡面釋放出

更大的能力，釋放出更大的同在。所以，祂要我們悔改，因為悔改使我們恢複起

初神創造我們的美麗，以至於我們就開始有神兒子的地位、美麗，就帶來權柄和

能力。 

 回應禱告： 

主啊，你光照我，在我的裡面，我有沒有對誰有一些疙瘩，有沒有對誰有過

不去的，或者誰傷害了我，或者我傷害了誰。可能他先傷害了我，但我們常常忘

了我們也傷害對方。我真的願意饒恕他，願意寫信，願意打電話，請求對方的饒

恕，去跟對方和好。… 

 問題討論 

1.  徐媽媽渴望被聖靈充滿，她所付上的代價很大（真實的認罪悔改，與人道歉，

求和睦，饒恕傷害她的人，願意幫助原來是虧欠她的人），  然後大大地被聖靈充

滿。請分享你是否有類似的經歷  ？聖靈充滿之後你的生命有什麼不同？ 攔阻

我們被聖靈充滿的是些什麼呢（比如愛面子，體貼肉體，驕傲，話語等）？ 

2.  在信息中，提到的文字組 A 姐妹和 B 姐妹能夠和好的關鍵要素是甚麼？他們

彼此尊榮的態度在人際關係上給你甚麼開啓？你有相似的經歷嗎？人與人和好，

難突破的點是什麼？ 

3.  安靜在神面前，問問神你今年 重要的三件事是什麼？有什麼人際關係是

需要被恢復的？  你想得著神豐富的同在嗎?  江牧師說:  1.去愛那些不可愛的  2. 

誰對你不好的,先對他好。  你是否有這樣的見證,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