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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呼声"福音事工 

Clothed in Christ part 1 

披戴基督(上) 

 

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3 章，27 节：因为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已经披戴基督了。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人，女人，因为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 

(加 3:27-28 直译)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奉你爱子之名，来到你面前；我知道，离开祂，我就会与你无份。 

天父，一如既往，你知道我：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我的本相，我需要恩典加上恩典，怜悯

加上怜悯。 

我祷告，主，愿你今日使用我们中间最软弱的来显明你的智慧，显明你的大能。主，我信靠

你，你素来一直作我随时的帮助。你如此行，乃是为你自己的荣耀，也因为你就是爱。 

天父，今日我将要传讲的一篇信息，连我自己都很难活出来。 

主，不要容我成为假冒为善的人，就是：让别人相信我是某种其实并不是的人。 

因为我知道，主，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属神的伟大之人这回事…只有软弱，可怜，毫

无信心的人，却属于一位伟大又仁慈的神。 

噢，主，若你愿意藉着你圣灵的大能，透过这篇信息，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因这篇信息，能

更加效法基督的模样，主，我会非常感恩的。 

主，愿你帮助我们所有人，奉耶稣的名，阿门。 

 

大家可以入座。 

"因为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已经披戴基督了"(加 3:27 直译) 使徒保罗是在加拉太书中

说的这句话，在这卷书里，教会正遭到犹太教条主义的攻击。犹太教条主义，即：律法主

义。注意，不要误解，圣经中的律例，典章和智慧，确实是必要的。我们有基督的宪章，有

神的诫命，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我要告诉你们一点，做到咬文嚼字，抱令守律，不遗巨

细非常容易，不过披戴耶稣基督的生命和馨香之气，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通常情况下，当没有神的能力时，我们就会转向规章条例。然后我们会说：因为我们做这，

不做那，所以我们属灵。我亲爱的朋友，属灵的标志乃是：我们生命中有的基督馨香之气，

以及我们这个人自身各个方面所散发出的基督馨香。 

 

我一生中花费很多、很多年，在世界各地传福音。 

我已经知道，"一定程度的成功"人们会这么说，但我想让你们明白一点：讲道，事工和"大

事"，都不是成功的标志。标志乃是：你生命中的基督馨香，乃是：你对神百姓的爱。 

(标志)乃是爱… 

 

有一次我在某处讲道，在神的大能运行之后，一位女士到我跟前说"你无疑就是神的仆人" 

我回答 "你有见过和我妻子在一起时的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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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 "什么？" 

我就说 "你怎么能说我是神的仆人？就单凭听一场小小的讲道？" 你必须要观察，你必须得

看见，你必须要留意看。 

任何傻瓜都能讲道，然而做到像耶稣基督…那才是我生命中的问题。 

 

我已经处在某个点上，在这个点上，事工，对我而言，重要性非常，非常小。我想让你们知

道，它的重要性，对我真的很小，因为如果我照镜子，看到双肩挂满勋章，脖子奖牌环绕；

而我照镜子，却看不到耶稣基督，我必须得对你们坦言，很多次我照神话语这面镜子时，我

真的看不到耶稣基督在保罗华许里面。那么所有这一切事工还重要吗？所有这些嘈杂声和锣

鼓的咚咚声，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我，真正的问题乃是这个：我是否有效法基督的模样？并且不单单是在教会领域内。我

知道如何作秀。当我和我的妻子，儿女在一起；当你和你的妻子，儿女在一起；当你和你的

丈夫，儿女在一起，就是你身边的人，离你最近的人，那将决定…那将决定：你是否有披戴

耶稣基督。这才是挑战。神可以赢得世界，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神其实并不需要我。

然而祂吩咐我：当效法祂儿子。那就是全部。并且我亲爱的朋友，那个已经足够，那已足

够。 

 

那么，披戴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准备回到主讲经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 5 章。 

看一下 13 节，马太福音 5:13 "你们是世上的盐" 

 

注意，我想特别留意一下此处，只片刻时间。"你们是…" 这是一个肯定句。祂不是说，基督

徒要变成… 祂甚至也不是说，基督徒要言行举止像。祂说"你们是" 

 

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词，出自希腊单词"ontos" 

就是"ontology本体论"：对"存在本身"的研究。今天我们太关注自己作了什么，而对我们自

身所是却关注不够。我们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谁？我像基督吗？我是这样的吗？ 

 

我自己的生命中，甚至今天在你们面前，我看起来远比我实际所是的更属灵。这不是关乎"

我做什么"；而是关乎"我是什么"，就是我本人核心最深处的真正所是。经上说"你们是世上

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 5:13)  

这节经文令我非常害怕。真的是如此。当然，我们都知道，"圣徒的坚忍持守" 这条教义。但

与此同时，我们无法否认，整本圣经中，我们被告诫要谨慎，我们被警告当小心。 

 

其实，这节经文通常被讲成，尽是关乎做什么事的：我们是世上的盐，为此，作为世上的

盐，我们需要离开盐瓶，我们需要影响世界；我们需要做所有这一切… 

 

我想告诉你们：那种解释根本就不符合上下文语境。当你抽出一节经文，简单老套地拿来

用，你就失去了它真正的含义。我想让大家看看，祂究竟说的是什么。祂说的乃是"你们是

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 

 



注意，祂所表达的观点乃是这个。当然，我不是化学家，事实上，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就读时

化学不怎么好。然而，盐有一些特定的属性，特定的成份，如果你想…用盐调味的话。如果

你拿走这些成份，你可以替换，甚至拿更好的东西替换到原处，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好东西，

但你有的却不再是盐了。盐有一些特定的性质，如果你把这些特性拿走，它就不再是盐了。 

 

为此，祂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个特定…有一些特定属性，要成为基督徒，(这些属性)是

无法替换的。有一些最重要的、必需成份，界定了：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而这些东西不可

能被替换掉，却不导致"基督徒"这个名称失去意义。现在，让我们问问自己，对基督徒来

说，要作基督徒，什么是必需的要素呢？不是说做基督教的事情，而是：什么是作基督徒必

需的要素。 

 

注意，这不是在讲：我们如何进入基督信仰？我们进入基督信仰，是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但

是，一旦我们进到那里，究竟又是关乎什么的？似乎每周都会出现：一些关于"基督教到底

是关乎什么的"新教导。但依照耶稣的解释，那究竟是关乎什么的？嗯，刚才已对大家提

出，对于基督教，对于作基督徒，确实有一些特定属性，一旦这些特性被挪去，哦，我的朋

友，如英国人所说的："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好东西，但你有的却不再是基督教了"。 

 

那么，这些特性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需要就那么漫览整本圣经，然后挑出某几节经文吗？ 

不，再说一遍：上下文语境。 

作基督徒究竟是什么意思？神想问你要的到底什么？ 

虚心的人有福了 (太 5:3) 

哀恸的人有福了 (太 5:4) 

温柔的人有福了 (太 5:5)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太 5:6)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太 5:7) 

清心的人有福了  (太 5:8)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太 5:9)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太 5:10) 

 

我刚描述了耶稣基督的衣饰，结构构造，馨香之气。我真的很厌烦只是单纯地做事情，很厌

烦我的基督徒生活被缩减成：我该如何表现，我该做什么。耶稣基督临到我：祂的轭是容易

的，祂的担子是轻省的，祂告诉我：不是你去做什么，因为我能兴起石头来做，并且做得比

你更好；但是，保罗，我印在你身上的印记 (林后 1:22)  

命令兼希望就是：你效法我的模样 (罗 8:29) 你效法。。。那就是祂想要的， 

 

今日我要告诉你的是：所有的问题 (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多数) 你生命中的问题，源自于

你不是谁，源自于你的性格，源自于你本人的真正所是。我们婚姻中的争吵，源于血气的爆

发。源于我们没有反映耶稣基督。兄弟间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以及…我们自我良心的断

层，一切全都来自于：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本该重视的，就是：应该"变得像耶稣"  

每个人都想着去"做****事" 其实我们应该想着去"作****人" 



 

下面，我想让你们看一下，1 节和 2 节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高)山，既已坐下，门徒到祂跟前来，祂就开口教训他们，

说…(太 5:1-2)  

 

注意，此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极其重要。 

 

你曾经有去过耶路撒冷吗？那里真的没有多少高山。如果我们此时在科罗拉多州，这间教会

绝对不可能被称为"制高点" 你真的不是坐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也没有什么高山。

然而马太，依照圣灵默示，使用了"高山"这个词，他说"基督上了高山" 那么，马太为何要这

么做呢？我会确切告诉你为何他要那么做，马太正在写给犹太人，他正在告诉犹太百姓：请

注意听：所预言的那一位，那位先知，比摩西大的那一位已经来到，祂已经上了高山，开了

祂的口。而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祂"(太 17:5) 

 

马太为我们所作的，他乃是在说：比摩西大的那一位已经来到，带来了比摩西律法更大的律

法。祂不准备降低标准。祂乃是准备提高它。祂正准备提高标准。但祂提高标准，不是藉遵

守教条，律法主义的模式。 

当我们纵览基督的教训时，会看到祂是以这种方式来提高标准的：一切都将归于一件事。 

 

有一位老牧师，嗯，其实他也没那么老，如果他听到这篇信息，可能会生我气的。但这位牧

师，已经做我的导师很多年了。当然，我也认识一些人，在全世界有很多博士头衔，等等之

类。这人牧养一个约 80 人的教会。神的手在他生命中，我从未见过像那样的。而他常常告

诉我这句话，他告诉我： 

"保罗…在新约里，爱不是千万件中的一件事，它乃独一至关紧要之事！ 

 

而基督吩咐我们的一切命令，都归结为这条高贵的律法：爱神，爱你的邻舍(太 22:37-40) 并

且效法基督的模样 (罗 8:29) 不是如下山坡那般的容易，而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一群真的

不容易去爱的人。这比摩西还大的一位，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如今正站在我们面

前：文士中的唯一文士，教师中的(唯一教师) 

 

让我稍给你分享一点，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从来没有一位真正的教师，除了一位，就是基

督。(太 23:10) 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们全都是比他们更大的那一位：基督的各种形

式的映射而已。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君王，除了基督(这一位)！"你们要听祂！"(太

17:5) 认出祂的声音，并听从祂。祂藉着祂(圣经上)的话 向你说话。 

 

然而，这位君王，到你面前，将带着迥然不同的话，是你永远想像不到的，这些话，一开始

似乎看起来，几乎比摩西律法还容易遵守。 

然后，随着你的成长，你将开始明白： 

"这些是我曾听过的最难做到的话" 

"这些要我付出的代价更大，远远超过摩西律法所能要求的" 

 



让我稍微给你举个简短的例子。摩西律法说，"十分之一" 基督律法说，若你的弟兄有需要，

当卖掉你一切所有的，全都给他。 

摩西律法说，"给神一天"。耶稣说，"给神你生命的每一刻" 你的心跳，凡不为神的荣耀而跳

的，都是悖逆的。 

看到了标准是如何被提高的吗？是的，我们扔掉了律法的所有基本的条条框框，因为…什么

原因？因为当光来到，就不再需要影子了；当晨星和太阳出现(基督两者都是) 同时为白日和

黑夜带来光亮。当然，规则乃是这个：应当彼此相爱，正如基督爱你们，(为你们)死在十字

架上。(约壹 3:16) 那就是为何如此多的人，宁愿回到过去遵守律法的规条中。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这些特性，我们没有时间全都看一遍，但…也许能看一部分。 

"…有福了" 

知道么？我曾学过这个词，回忆起来，恍如 150 年前的事一样。那时我在神学院就读，你们

知道，我们必须得用希腊文来学习整个"登山宝训" 当时看着这个词，和希腊文学者们一同坐

在那里，是如此…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想出一种含义。 

 

嗯，我得到一个。不是很恰当，也不十分具说服力，但"有福"这个术语，就如同是： 

神的面，看着我的道路，露出喜悦之情。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为什么我们认为"有福"必

须得意味一切物质东西呢？难道有神还不够吗？ 

 

我一亲爱的朋友，曾在罗马尼亚讲道，他在讲天国， 

我坐在下面，整篇讲道过程中都一直在流泪，我真的…我坐在那儿，只能感叹："这真的太

美好了" 因为整篇信息讲的尽是：基督的诸般荣耀。他谈论的全都是基督耶稣的荣耀，基督

耶稣的荣面，基督耶稣的生命。而当他结束时，一个人举起手，说："这很好，但我们还能

得到什么？" 

我看到那位老传道人真的…他的心真的裂成两半：你什么都不理解。你什么都没明白。 

"有福"就是：神正低头看顾你。 

 

我的小男孩儿伊恩 3 岁了。他很多事情都做不好，但每当他把某件事做好时，我保证他会抬

头向上看，"爸爸，看到没？要仔细看哦，因为可能再也不会发生了" 

 

"有福"就是：神的恩宠，神的赐福。"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大车子，好房子，以及成功发达的教导，在"单单神用脸光看着你"这点的相较下，显得是那

样虚弱无力。 

 

看待这点的另一种途径就是：拿起所有的祝福，所有神所赐的美物，就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

下来的。(雅 1:17) 全部装进一个袋子里，那就是"有福"的意思，那就是它的意思。 

 

有多少的祝福，你和我错失了，并非因为我们没做令基督徒生活得胜的 10 件事，并非因为

我们没完成我们的 QT(安静时刻)灵修时间，但我们错失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品格没有成

长，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方面没有成长。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路 6:20 太 5:3 作"虚心") 



"贫穷"我们不喜欢这个字眼。我们生活在一个"罗马帝国"里，我们夸耀钢铁和金属， 

能力和强健的身体，权力… "别惹我…" 

自尊，财富，名誉，声望，地位…你们一些人可能已尝过那些。尝起来味道不怎么样。 

贫穷，谦卑，破碎，仆人，不显眼，就是你会很快忽略过去的那种人。 

"灵里贫穷"，是什么意思呢？ 

 

嗯，让我读一处经文给你们，那是一节，我…就如我的小男孩儿会说：整本圣经中"非常最

爱的"经文之一，我想我记得在哪里。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那么，你们能为我造的殿宇，当位于何处

呢？"(赛 66:1 直译) 

祂说，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当然，对你们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令你反感。而对我来说，

这使我特别，特别开心。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因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这一切。耶和华如此宣告

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赛 66:1-2 直译) 

 

看到了么？如果是其它别的途径，我将会毫无希望。我不知道你们，但对于我，将会毫无希

望。 

如果祂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过着模范祷告生活，并且深知神的道，像知道自己的手背一样

的人" 如果祂那么说，我将无处可去； 

如果祂说 "(所看顾的)是勇敢无畏，能够毫不惧怕地抵御仇敌的人" 同样，我将无处可去。如

果祂说 "(所看顾的)是大有信心，能够相信'了不起的大事'的那种人…那么，我恐怕不得不另

觅去处了。 

那不是祂所说的。祂说"(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他为何要战兢呢？因为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他知道他没达到，本应该达到的属灵光景。

他知道自己不义。他看着神的话，说："我的失败、我的缺点、我自己的一切都…" 然而信

心，使他不至于陷于绝望，因为他仰望基督的面。 

 

不久前一个神学生写信给我，他说… 

(我知道这个年轻人，他非常敬虔，看起来是的，他尚不成熟，就如年轻人所共有的那种，

但神的手的确在他生命中动工)。 

 

他说"保罗弟兄，我是如此的不洁，如此不义。对属神的事是如此无知" 

 

我有怜悯人的恩赐，所以就回信给他，说："年轻人，你远比你现在意识到的更无知、更不

洁" 

他回信说"谢谢" 

我想…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听着…" 我观察你的生活，你的很多生活方式，都在定我的

罪，让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位老先知，已变得何等迟钝。我说"年轻人，你可能比我更属灵，

嗯，也可能没有" "但是"，我接着说"年轻人，我比你更喜乐" 

他说"我不能理解" 

 



现在，请听我说，这点可能使你们一些人得释放。 

 

你可曾有过：早上起床，度过 QT 灵修时间，感受到神的同在，你持续学习神的话语，神似

乎在对你说话，然后，你知道，你出去，对每一个人作见证，你顺服神，你真的…伙计，你

那天表现很好，我是说，你真的位于世界之巅：你爱自己的妻子，你没有乱发脾气，你真的

是…你正在与神同行，一天结束你是如此充满喜乐。 

 

然后第二天，你起床，嗯，你睡过头了，你昨晚不该看那个电视节目，你本该去读神的话，

当机会临到时，你却没有作见证，这一切，真的令你充满忧伤懊悔。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拜偶像。 

 

你已经变成你自己喜乐的源头。你的喜乐来自你本身、以及你接连所作的工。 

 

我的喜乐来自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工。 

 

当然，我也想顺服神，我也想作见证，我也想爱我妻子；当我不做这些时，圣灵真的会因此

责备我，但关键点在于："灵里贫穷"是件美好的事，因为当你认识到… 

 

就像我过去常常告诉年轻讲道人的，我会说：为了讲道，你生命中必须要有神的大能。现

在，我会告诉他们：为了系鞋带，你生命中必须得有神的大能。 

 

你连呼吸都不能！！ 

 

有时，我被邀请参加"教会增长大会"这不经常发生，但他们要讨论所有一切他们准备做的大

事，我就会站起来，说："请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问"你们的每一口气息是从哪儿来的？" 

"从神来的" 

"你们的每一次心跳来自哪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从神来的" 

"噢，所以你们在这里的这些人，你们所有的牧师，传道人，布道家和宣教士，并所有这些

伟大的计划…那在传达给我某种信息…其实你们连呼吸都不能，你的心脏甚至都不会跳动，

除非神的大能彰显在你的生命中。" 

 

除去我生命中任何程度的恩典，今天我在此处，站在你们面前，将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本位的

属血气之人最有名的代表。那将是我唯一会成为的人。 

 

今早，我在读加拉太书时，真的非常受责备。 

我在读加拉太书。里面谈到纷争、争竞等等之类(加 5:19-20) 

我意识到有时我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妻子。这就向我显明，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我们只是

在某件问题上意见不合而已。实际的真相是：我在血气中。我在血气中…并且我没有依靠神

的大能，而我不依靠的原因是因为：我灵里不贫穷。 



 

有人会说"嗯，我灵里贫穷" 

那你祷告多少，你又战兢多少？你又依靠神的智慧多少？就是神透过祂话语所显明的智慧。 

"灵里贫穷…" 

但难道这不是很好吗，教会？听我说，难道这不好么？就是：你不需要成为某种"大的事物" 

实际上，你只需要成为某种卑微、某种破碎、谦卑的事物。 

坐在末位(路 14:10) 

洗别人的脚(约 13:14) 

因摆在你面前的任何工作胆怯害怕，以致于驱使你向神屈膝…意识到，清晨醒来时，"我不

会向左或向右挪一寸，因为若没有神的大能在我身上，我一定会跌倒" 那就是这经文的含

义，这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太 6:13) 乃是承认软弱，承认对恩典的极其需要，恩

典…。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路 6:20 太 5:3) 

噢，何等美好之地，何等美好之地… 

 

你们知道，回顾我年轻时，那时人们不怎么讲论这点，但人们却习惯于一直讲论冠冕。你们

知道的，冠冕：你会得很多冠冕，有这样一种"冠冕布道"有这冠冕，有那冠冕… 

 

我常常心想，我当真想要头上顶着几个重 400 磅的冠冕，走过全部永恒吗？还记得么？当耶

稣论到：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太 19:30 可 10:31 路 13:30)  

 

当在前的作了在后的，在后的作了在前的时，就是说：没有在前的，也没有在后的。你画了

一个"众皆平等"的圆圈。我是一个巡回圣经讲员，那就是我的全部所是。将来也不会有人知

道你的名字。你不大、不重要，你不是查尔斯∙司布真，你不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你不是伟

大的神学家；你也没游泳穿越亚马逊沼泽去传福音。你只是你。 

 

那么这个"天国"，到底什么意思？难道是一个几乎令你害怕的地方？因为，嗯，那里也有一

个尊卑强弱秩序？你们知道，有这些重要大人物，然后，那边是你。你们知道的，有很多地

方…很多地方，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去，你们意识到这点了吗？我是说… 

 

我记得那时我不擅长体育，知道么，当挑选队员时，我从来没被挑中过，曾为此感到很难

过。有某些地方，我不去，因为我没有名望，我没有钱。所有这一切地方，我是被拒之门外

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尊卑强弱秩序。我常常只能排在第五，第六，第七，或一直排到最末

的位置。而很多人以为，同样的东西会被带进天国里。 

 

"嗯，你知道，当我到天国，我甚至不能看到乔治∙怀特菲尔德，或查尔斯∙司布真，或任何像

他们那样的人，因为他们将会离宝座非常之近，而我只能待在山坡某处的小木屋里。 

 

你当真认为天堂是那种恶魔般的地方？ 

 



天国，带给我极大的喜乐，因为那是一个地方，在那里灵里贫穷的人最终找到了安息，得被

完全接纳。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最终进了一扇门，在那里，不再

有尊卑强弱秩序，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人，你不再必须考试得满分，或别的什么，因为在那儿

的任何人，能在那儿，只因为耶稣基督。那真是一个很美好，很美好，极美好的地方！ 

 

有一个牧师，也是我一位朋友，有一次…(他也是一位教师，很优秀的圣经教师)，他看着我

们这一群年轻学生，问：你们多少人蒙了呼召要去传道？我们就都举起手。 

他说"首先…" 

他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后代，但我可以从你们蒙召要去侍奉这件事，得此结论：

有一些东西，你们每一个人，都大大弄错了" 他说到我时，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破碎之人… 

 

而你起初进入基督教时，你认为 "伙计，你知道，我需要做这，我需要做那"  

好吧，确实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做，但，随后你却得到这种观点：嗯，天国与这世界的

国没多大区别，我已经被大多数世上的国家拒之门外了。 

 

我亲爱的朋友，不是那样的。 

 

今天在此受洗的年轻人，进入荣耀时，和地球上行走过的最伟大宣教士，地位是相同的。我

喜欢这个。也许你是在先的，你不喜欢这点；但若你是在后的，(就像我常落到的地步)你就

会非常喜欢的。自由，从一切这世界捆在我们身上的病态锁链中(得自由)。那些在真基督信

仰中根本就找不到立足之地。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路 6:20 太 5:3) 

哇噢！你说，"好吧，我等不及了"嗯，那就别等，因为祂讲的是"现在"！ 

噢，我等不及想去那儿。你已经在那儿了！ 

 

祂不是说，因为你已经在那儿了,就不再有试炼，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经济的挣扎，不再有

其它类似的事。它的意思乃是：因为你已经在那儿了，意思乃是：这就是永生：你现在认

识祂，而祂也认识你，这已足够。这已足够。 

 

"哀恸的人有福了"(太 5:4) 

在我们的世代，我们为何如此渴望"自尊" 却又如此害怕"哀恸"这个字呢？如此害怕… 

 

哦，我亲爱的朋友，神愿我们整个人纯全，但我们永远不可能透过培养人里面的"自尊"来塑

造出整个人的纯全。我们将被塑造纯全，当我们仰望祂的荣面的时候。忘记我们自己，单单

仰望祂。可是，"哀恸"什么意思呢？"哀恸的人有福了" 

 

比方说，我旁边有这个人的雕像，石头做的，石雕。我可以走向这个石雕，够到人胳膊下面

最柔软的部分，用全力去狠掐，会发生什么？绝对什么都不会发生。为什么？没有生命。它

是石头，里面一点生命都没有。但现在，如果我伸手去抓住这个人的胳膊后面，就是这边坐

着的活生生的人，而我用全力去掐的话，我敢保证，我们会看到我们弟兄奇特的反应。 



为什么？活的。 

"哀恸"可能是真悔改皈信的最大证据。意思只是在说：对罪的敏感度，首先，是你自己的

罪；其次，是你周围这个堕落世界的罪。 

 

我不久前在田纳西州讲道，一些人有点生我的气。我在很多地方讲道只能讲一次。他们实际

上，这是一群女士，她们是带领的负责人，她们到我面前，说 "保罗弟兄，我们这里真的有

一场属灵争战，是一个辩论，我们有一种…我们在分裂，我们不知道对此问题，神究竟会怎

么看，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说"好吧，我会尽力而为。问题是什么？" 

我振作自己，等待一些极大的神学难题，心想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来研究。而她们则说"我

们不知道这是否是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带女儿去参加"小甜甜"布兰妮的音乐会" 

 

我看着她们，说"你们都是迷失的，你们都是失丧的，你们正在下地狱" 

 

注意，我说那个时…请理解，我说那句话时，态度很友好，好吧？我是说，我… 

但实际的事实是，我说，你们没有敏感性，对罪的敏感度。你们知道真基督信仰的标志之

一，依据约翰一书第一章：并非是信徒的完全无罪，而是信徒认出自己的罪。 

 

让我为你们举个最佳例子， 

在这里，有些时候，当…当牧师讲完道，我肯定，因为他是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当牧师讲

完道，圣灵在人生命中动工，开始对付众人的罪时…难道不是吗？那的确发生过。 

岂不令人惊讶吗？如果这里还有其他牧师们，他们也会发现这是真的。 

岂不令人惊讶吗？当牧师传讲了一篇信息，神开始作特殊主权之工，对付会众生命中的罪

时，通常是教会里最圣洁，最爱主，最敬虔的人，会到前面哭泣，为罪忧伤心碎，而通常是

最不敬虔，属肉体，败坏的教会成员，会坐在后面，冷若顽石。 

 

为何会这样？ 

我们看到的是教堂成员和悔改皈信者的区别。 

 

信徒身上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对罪非常敏感。当然，作为信徒，有时我们也会变得迟钝

麻木，我们需要他人的责备，等等类似的事情，然而至终，我们会有对罪的敏感度。而神，

那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腓 1:6) 并且带领我们去哀恸，祂甚至不得不使用一些

不寻常手段。 

 

我记得，可能是 15 年前，我在讲一篇道，我想说的是，那信息真的大有能力！当我结束讲

道时，一位亲爱的弟兄，会众中一位基督徒长者，我一下讲台，他就说："保罗" 他像这样看

着我，说："你今天讲了真理，而你却在血气中做的，你需要现在立刻双膝跪下，求神赦免

你，因为神没有把鞭子放到你手中，来杀神的百姓" 

 

知道吗？论到我，他说的完全正确。而我在走下台阶时，并没有发现这点，但是，当他告诉

我时，我看到了。 



 

让我问一个很吓人的问题：什么时候，是你最后一次，为己罪哭泣？你说，嗯，我没有堕

落。 

我的朋友，没有人是坠落的，我们是渐渐滑落的。你说，嗯，我没有犯大事…一切都是大

事：麻木忽视我妻子的需要，需要我对她说"我爱你" 并在出门前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忽

视这个)就是一件大事。 

 

什么时候是你最后一次(为己罪)哭泣？ 

什么时候是你最后一次(因己罪)心碎？ 

什么时候？ 

如果你没有过，我只能得出两种结论：第一，你完全了，或者，第二，你的心(就像我很多

次的一样)变麻木迟钝了。 

 

"哀恸的人有福了"那么，他们为何是被祝福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准备在此结束。

我原希望能进展更多，不过我们将在此处结束。 

 

为什么一个人是被祝福的？当然我们明白在圣经中，有一种是悔改得生，一种是懊悔至死。

我们知道这点。彼得的悔改得生命，犹大的懊悔至灭亡。因没与信心调和，以及其它一切等

等。但这就是那美妙的事，如果你学习众先知书，老兄，有时他们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真的

令我感到很不舒服，要是在有女士在的场合下说的话。 

 

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你真的就会看到一些他们说的惊奇之事。就连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

所做的一些陈述，也真的会让你头皮发麻。但这就是关于神的真先知的标志的精彩之处。在

传达从神来的真信息时：他也许如锤子敲下，他也许如烈火燃烧，但神永远不会把百姓扔在

那里，却不附带上这句话： 

"到我这里来，我就把那些全都除去； 

到我这里来，我就医治你们。 

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处置你们， 

到我这里来。归向我！ 

 

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运作的…下面，你们将会看到我讲道中最接近戏剧的部分。你开始过基

督徒的生活。你如何开始的呢？ 

你从一次启示开始。主要是透过讲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启示给了你。你看见了神的圣洁，是

你之前从不曾看见的样子，这使你看见自己的罪，是你之前从不曾看见的样子。但在这个启

示中，你没有被带进绝望里，因为尽管你看见神和祂的圣洁被启示出来，并看见自己罪被显

明，同时你也看见在基督荣面中显明出来的神的恩典，你非但没有陷入绝望，反而跑向基督

这座逃城。对吧？而祂将一切事都更新了。 

 

好，那么，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会有一件独特的事发生：你会认为自己即将成为存在的

最圣洁之物。 

我记得，自己一成为基督徒就出去到第六街区传道。老兄，我认为自己是先知，先知…提线

木偶，也许…但…先知。知道么当我看着那些不愿到街上讲道的传道人，不愿禁食，不愿祷



告，等等伙计，我想，我做的多好。直到神开始做祂素来会做的：祂开始在我生命中作"死

的工作"  祂开始撤回，向我显明我的本相。 

 

那就是为何如果你和一个与神同行了 60 年的属神之人谈话，他如今会看自己更加不圣洁，

远超过他初信时所看到的程度。然而他如今却更加喜乐，其中的运作原理乃是：当你开始与

基督同行时，你真的开始认识祂，认识祂的品格和祂的恩典，当你与祂同行时，你开始看见

愈来愈多神的圣洁。并开始看见自己愈来愈多的过犯，这将带领你进入愈来愈大，愈来愈深

的哀恸，然而你同时也看见愈来愈大地显明出来的神恩典，将你托起到比之前更高的位置。

你整个基督徒生活，将一直持续这个循环过程，直到你一生的最后日子，你对罪愈发敏感。

你会为一些小事哀恸，就是你刚开始信主时会不屑一顾的那些事，然而，与此同时，你却更

加喜乐，因为一切都在基督的荣面里，全都是基督，只有基督，只有基督。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我并不想扑灭他的热情… 

他说"我们只需要耶稣" 

我说"年轻人，我们只有耶稣，仅此而已" 

 

现在，我不准备提出邀请。这就是原因…我也会邀请，但我不准备现在就做。这就是原因：

我不想让你拿 45 分钟的讲道时间，以为神的灵已经对你作过工了，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讲，

你已经把它留在了祭坛上。我不想让你们把它留在祭坛上。我想让你们带回家。我想让圣灵

来烦扰你。我想让祂来对付你。我想让祂…每当你只看见自己的的倒影时，祂就回头看着

你。我想让你坐下来，仔细思想这些事。我不想你单单肤浅地听一听，就撒开手，走出门， 

去…去吃饭。你们知道的"露比饭店(Ruby Tuesday)" 我想让你们反复思量这些事， 

 

我是说，毕竟，如果我整个上午，都不得不忍受这个，当然你一定也可以忍受一个下午。和

你的丈夫一同祷告，和你的妻子一同祷告。把孩子们聚在一起。思想一下这些，静静地坐

着。 

 

心理学家杨*有一次说到：匆忙不是来自魔鬼，匆忙就是魔鬼。 

注意，我不赞同那句话，因为我相信魔鬼是个特定人物，但他的话中有几分真理：你匆忙的

事务，截短了你的属灵生活。因此我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

帮助。 

 

我们来祷告： 

天父，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在暗中活得像基督，帮助我们，在最了解我们的人群中活得

像基督，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主，可能需要很大代价，但求你使我们能像耶稣， 

奉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