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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歌 第四章 我想要跟你們談的是：禱告不僅僅是替別人代求 甚至也不僅僅只是為了從神

那裏得恩典 而是藉著禱告與神親親密密的交流

 雅歌 第四章第7節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你們知道為什麼你們

可以進到神的殿中嗎？ 只有一個原因：羔羊的血 羔羊（耶穌）上了十字架，成為被神詛

咒的 祂的父離棄祂，並且，全能神的所有忿怒. . . .那本該永遠又永遠落到你頭上的忿怒. .

落到了這羔羊的身上， 當羔羊死的時候. . 祂成全了神的公義，平息了神的忿怒 祂為你的

每一條罪行付了贖價， 你犯過的、正在犯的以及將來會犯的 ， 罪的代價都轉移到祂身上

，祂都拿走了；都替你承擔了 因此，現在不再定你們的罪了 像以斯帖，她多麼想進王的

殿 然而她卻是懷著恐懼這麼做 因為如果王沒有伸出手中的金仗， 她就可能會死（以斯帖

記第五章） 在基督裏，對於信者，王的仗一直是伸出的. . 一直是 祂一直將你視為 「我的

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現在，我要你們明白一件事，「稱義」對你 真的有極

大的幫助！你看，你一定要了解. . 即使你身上只有一個污點，你也會因此下地獄，你看

神不是因為你犯夠多的罪了，才叫你下地獄， 然後，那些好一點點的人 雖然也犯了很多

罪，但可以不下地獄 再好一點的，可以離天國更近些 犯不算太多罪的，就可以再近一些

再少一些罪的，可以靠得更近 就算你只有一條罪，也照樣要下地獄！ 同時也表明了，如

果你是被邀請進入神的殿的 那一定是因為你是毫無瑕疵的，你一定是完全可愛的 是徹底

地完美的，這就是你能走向祂的原因 甚至在那一天，你犯罪到內心麻木，以至於都 不覺

得自己犯罪了，你依然可以得到寬恕並且進入天國 是的，罪需要處理，但我要你明白的

是這個 因為基督，你全然美麗 你毫無瑕疵，如果有一個瑕疵在你身上，你就不能進神國

這應該給你很大的鼓勵！當神這樣看待你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已經有這種機械式的觀點

， 你知道的，律法式的觀點 這是個律法上的東西，「稱義」。 所以，我們擁有這個神的

東西 只是因為耶穌成就的事， 神祂現在不得不接受我，不是的…… 是因為耶穌成就的事

，神看著你說道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你看到那份衷情了嗎？你能否看到這裏的愛？ 你能看到這份渴望和想望？ 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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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為你從沒在其他地方看到這樣的事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條件的世界裏 「你滿足了所

有的這些條件，你就可以進去 你滿足不了其中一些，你就被退出」 但基督已經滿足了所

有的條件了，因此但神看著你時 祂說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 祂一定要是這麼看你的

，否則你就下地獄了 而祂確實那麼看你，因為基督所完成的事，並且祂一直都是這麼看

你的！ 祂對你的處置不會變的，基督為我們做的真是太好了！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

麗！毫無瑕疵。」 這應該是讓你去禱告的最大鼓勵 應該是使你向神祈求的最大鼓勵 「查

驗我，主啊 。 （詩篇二十六章２） 指示我的道路給我」 那應該是使你向神認罪的最大激

勵 因為來的不是一個法官，一個法官絕對不會到你這裡來. . . 只有一個做父親的會，只有

做一個父親的會

 我相信這是邁克•馬羅弟兄告訴我的 他說你不僅僅被赦免罪了，你還被收養了 你

知道，當一個人到一個法官面前，法官宣告他無罪 法官不會邀請他到自己家裏去 神不僅

僅赦了你的罪，祂還收養了你 祂用這樣的愛看待你，用這樣親熱的話 用這樣的喜悅，因

為他（耶穌）的關係 因為羔羊寶血的大能 當祂看著你時，「你全然美麗！毫無瑕疵。」

 接著第八節，祂說：「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 願你與我一同離開黎

巴嫩，從亞瑪拿山頂 從示尼珥與黑門山頂，從有獅子的洞 從有豹子的山，往下觀看。」

　來！ 神一直都在召喚祂的子民來跟隨祂， 而撒旦卻一直在告訴他們 你不能去，看看你

自己。我指的是， 你怎麼可能去呢？神祂知道你做了什麼壞事 祂知道你的罪行，祂知道

你有多麼卑鄙骯髒 祂知道你內心的麻木，別到祂那裡去！」 但這些就是說謊者和騙子的

謊言！ 很多時候你都信了他的謊言，因為相信神很難 （很難相信）祂的愛，因為祂的愛

太大了！ 你看，我喜歡告訴那些懷疑神的愛的人這個

 我總是……我的靈恩派朋友總是告訴我 最了不起的信心行為，就是能夠使死人復

活 我告訴他們，「對浸信會來說那不算什麼， 我們每個禮拜日都那麼做」 他們說 「叫死

人復活，有人真的能叫死人復活 他們就真有巨大的信心了！」 我說： 不，那還不是最了

不起的信心的行為 你想知道最了不起的信心行為是什麼嗎？我告訴你 在基督徒身上最了

不起的信心行為就是： 著神話語的鏡子，看到所有他們自己 身上的失敗，然後有信心地

相信，神愛他們， 正如祂所說的那麼多 這才是信心！

 因為你需要相信的事是 你在這個世上任何地方都從未見過的 沒有人像神那樣，也

沒有人的愛像神的愛！ 當祂叫你來的時候 你難道不知道？對你說「來」的那位，知道關

於你的一切？ 祂知道你所做過的一切事，和你將要做一切事！ 所以假如祂說「來」，祂



的邀請的確是「來」 有多少的信徒一直站在離神遠遠的地方 你不也這麼做過？你真的把

事情搞砸了，你真的犯罪了 你在某事上知罪了，很好，你認罪了，很好 然後你覺得你需

要離神遠一點 要到幾天之後，等你積累足夠多的善行分數才能回到神那去 那是個謊言！

祂說 「來 來 來」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 在秘魯有一天在Meaflordes，一個房子的三樓上

我開始相信神是真正愛我的， 所有的我的污點，所有我的不足缺點 所有我做過的事情，

在祂面前， 因為在基督裏都被除去了 他只可能愛我，他只會愛我， 並且永遠不會停止愛

我 我不如祂對我自己瞭解的那麼多， 但是祂依然愛我 猶大說這個，「要保守自己常在神

的愛中」 （猶大書一章21節） 現在，很多傳道人會把這句話 轉變成律法規定 「你必須

一直保持愛神」那不是這句經文的意思

 我對植物知道的不多，但假如你告訴我， 你有一株植物快要死了，我說 「那讓我

看看這個植物」 然後我到了你家， 你帶我到最裏面的房間 到了內房裏的壁櫥，那裏非常

黑 然後你打開壁櫥，那棵植物就在那裏面 我會對你說，「好吧，我對植物瞭解不多， 但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 你得把那東西放在陽光底下 因為你把那東西放得離陽光越遠， 它枯萎

的就越快」 我告訴你，信徒們，那就是問題， 你得保守你自己在神的愛中 好，你要如何

做到那個呢？通過信心！ 怎麼有信心呢？神的話語 現在，有一個方法， 很可能對在座的

大部分人有幫助的方法 就是找出聖經中，每一節談到神不可測量的、 無條件的愛的經文

，背熟這些經文， 反覆思想這些經文，直到你相信它們為止 不斷地使你自己確認，不斷

地相信 不斷地相信神愛你，就如祂說的那麼多 然後你就不會害怕到神面前了

 祂說 「跟我來」 而且，接著祂還說， 「下來」 「下來」 ! 我們都太驕傲了， 我

們有太多虛榮心了 我們總是走在不屬於我們的高處 「名利場」就是我們的肉體想要生活

的地方 對小飾品，閃爍和發出躁音的那些東西著迷 被根本不重要的東西吸引 為穿的衣服

擔心，和上面的小名牌標籤 為你開什麼樣的車子憂心 為你的孩子這週是否玩夠多的足球

憂慮 你把你生命的每一點時間精力， 花費在那些並不重要的東西上！ 到最後你被毀了，

受傷了， 變得心煩意亂，疲倦不堪！

 而神一直說 ， 「來我這裡拿。來! 下來! 從那些不能使你滿足的地方下來 從那些

不會給你好處的地方下來 從那些危險的地方下來」 看他說什麼，他說「從有獅子的洞和

有豹子的山 下來!」 那些是危險的地方！危險的

 擔心害怕是件好事，你該害怕這個世界會怎麼殘害你 你該害怕罪會如何叫你死，



你該恐害怕你的自我有多危險 下來！離開那裏！ 還有離開那些被這些東西迷住的人，你

說 「哦，我想和他們在一起好拯救他們」， 此刻先拯救你自己吧！離開！ 和有一雙沒有

邪惡眼睛的人一起走， 那些不會充滿黑暗的人 那些總是把你引向永恆的事情的人 問題是

，那是教會本該有的樣子 但因為福音的事工都不景氣， 加上教會紀律都沒有被實行過 教

會裏塞滿了喜愛惡事的惡人 在教會裏找不到一個會把你引向 一點點關於永恆的事情的

人！ 這就彷彿是在衛斯理和懷特腓的時代 那時必須在教面裡面，成立聖潔會 從那些東西

上下來，你不知道嗎？ 在你裏面，在你肉體裏面的那個東西 你肉體的情慾強烈到能把幾

乎任何東西，都變成偶像 你肉體的情慾甚至能把聖經，用它建立一個真理知識的偶像 把

傳道事工變成偶像 幾乎能把任何東西變成偶像 甚至是好的聖潔的和正確的東西

 祂說 「下來」。 看第9節 「你使我的心跳加快，我妹子，我新婦 你用眼一看，使

我的心跳更快」 好，現在假如這還不可以叫你去禱告， 我真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 這句話

告訴我什麼？ 我這樣做. . . 接著你聽到神的心跳加快 我的眼就僅僅瞧了一眼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當你們結婚的時候，你的新娘 在你娶她之前，她在那裏只

不過瞥了你一眼，當你 在教堂裏坐著的時候，她在另一個房間裏， 你當即感覺興奮地要

快要昏過去了 記得那場景嗎？你應該記得的 你們是怎麼了？你們現在應該還會這樣的 當

她看著你，你感覺就要…… 就是那一瞥的力量，若是外邦女子這樣看你時， 會被視為危

險的事 但如果是神所預備給你的女人，她那樣一瞥看你時 你的心要跳出來掉在地上，滾

到紅地毯， 滾到教堂裏眾人面前 哈，那是件好事！一瞥的力量！ 神多麼愛我們！只要我

們在禱告中，眼睛向上一看 祂的心跳加速，祂的心跳加速

 我絕不會忘記在我的兒子伊恩出生之後 我至少可以說，我有一個非常艱難的童年

， 當我的兒子出生後，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長到夠大的時候，終於到了他可以 笑和擁抱，

會把手臂伸向空中 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在樓上我們的床上躺著，我上去，走到拐角處 然後

走進房間，當他看到我的時候 但是，你要知道 我的孩子，連看到一堵空白的牆都會興奮

到得心臟病 但他看到我，當他看到我的那一刻，他就. . . 在這個小男孩的心裏，對於他爸

爸將會衝向他， 一絲毫懷疑都沒有 會抓起他、把他舉起、擁抱他，沒有一絲懷疑！ 我的

意思是，你可以說是自尊還是自什麼的…… 他毫不懷疑他是被人愛著的！ 他知道他只需

要看我幾眼，我就心軟了 天啊，我希望我妻子不會生一個女孩，我死定的！

 但我要你看到的是. . .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認為他們是被造成這樣呢？或者

只是出於人性？ 為什麼這些會存在於被造物之中？你們有沒有想過呢？ 神把這些放置在



那裡！為什麼祂要把這些放置在那？ 為了要告訴你關於「祂」！ 你怎敢愛一個孩子 . . .

你怎麼敢以為你愛一個孩子，勝過神愛你！ 你甚至不願……向上看一眼！ 你說 「哦Paul

弟兄，你不明白」 孩子，你不明白耶穌基督寶血的能力有多大 只一瞥

 說到對神的恐懼，你得明白這個. . . 一個小男孩可能懼怕他的父親 因為有一天他帶

著他畫的一幅畫， 跑到他父親那裏說，「看，爸爸」 他爸爸把畫拿過來說：「哦，這簡

直太棒了」 然後小男孩走了，繼續玩耍，一切都很快樂 第二天，那小男孩又來說道，“爸

爸”， 把不同圖畫給他爸爸看 正是他爸爸心情糟透的時候，他取過畫 狠狠地揍了男孩，

把他趕出房間 小男孩會顫抖，為什麼？他怕他爸，為什麼？ 因為他父親的性格前後不一

致 你天上的父不會這樣的，祂的性情是完全的 因為基督完成的工作，祂愛你不能再多，

也不能減少一點點

 你的眼睛只看一眼，你就得到祂了， 你就得到祂了，你就得到祂了 你只看一眼，

祂的心跳得更快 看祂說什麼 「你使我的心跳加快，我妹子，我新婦 你用眼一看，使我的

心跳更快」 現在看著這句 ，「用你項上的一條金鏈」 讓我問你這個，她從哪裏得到這條

金鏈？ 是從他那兒得到的，你看， 你們所有的美麗，都是神賜給的禮物

 你看，你們的長兄（耶穌）， 祂不像約瑟，祂比約瑟更偉大 約瑟有一件綵衣（創

世紀三十七章3節）， 他不會和他的哥哥們共享 但我們的約瑟，我們的耶穌，有一件綵

衣 是祂通過自己的作為，得來屬於祂自己的義， 祂把這義給了你 你看，當祂低頭看你時

，祂視你為無污點無瑕疵的 祂看到的，都是那些掛在你身上美麗的飾品 而那是祂給你的

，這就是恩典了！ 這真是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祂竟然救了你，不僅使你潔淨 祂還用自

己的恩賜裝飾你

 而當每次祂看著你時，這就是祂看到的 你說 「Paul弟兄，等等，那罪怎麼辦呢？

你知道，Paul弟兄，有太多了，你知道的 在教會裏的淫亂行為和教會外一樣多，在教會

裏的說謊和行騙 和偷盜、通姦、色情還有所有的罪孽，和教會外面一樣 因為這是福音派

領袖告訴我們的 」 這是個謊言！這是個謊言 教會裏的色情、通姦、淫亂、說謊 欺騙和惡

行，沒有教會外那麼多 你的問題是，你不明白什麼是教會 教會不是由所有明天早上將在

一起聚集的人組成的 是的，教會並不完全 但她正在被造為完全的，而且被分別為聖， 祂

已經在這教會動了善工的必完全（腓立比書一章6節） 祂熱情地保護她，在她當中的聖靈

熱情地保護她 祂熱心地管教她，因為祂一心一意地愛她 我告訴你，將有許多人需要為他

們認為什麼是. . . 耶穌基督的教會，（到神面前）說明。 因為他們看到一群未被改變的、



迷失的，屬肉體的人出現在教會中. . . 然後用他們來批評教會，以此. . 褻瀆他們的神、粗

暴地談論祂的新娘。 祂的新娘是美麗的，她不完全 但她被破碎，她走在正道上，她在成

長 她在改變，同時祂在造就她

 所以他說 「你的愛情何其美」 第10節，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 你

的愛情比酒更美。」 現在，我想要你們知道. . .

 我發現有時非常難. . .當大家一起唱詩歌， 「哦，我有多愛耶穌呢？」 我發現很難

唱下去，真的！ 我察看我的愛，看不到又多少配這樣唱 坦白說，我看到一顆時常冰冷的

心 我寧可唱，「哦，耶穌多麼愛我」， 而不是 「哦，我多麼愛耶穌」 從某種意義上說，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我們在這裏必須非常謹慎

 因為，看這裏說的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 麥克弟兄，今天早上又

和我談起關於大祭司如何使我們成聖 他今天早上剛剛和我分享的，正好適用在這裏 我的

祭司，我們的中保，我們的調解人， 我們的救主，我們的首領 為我們在神面前的那個人

， 他使我們所獻給神的一切成為聖潔 甚至那份如此暗淡、如此不純的愛， 當通過基督的

時候，就變得可愛了 你們沒看見祂已經為你們完成的一切嗎？ 聖徒們，祂做了這麼多 所

有的祂都做成了，祂把一切都做好了，祂沒有漏掉一件

 所以他說 「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你膏油的香氣勝過一切香品」

 我想接下去，這些我都想講，但是看第12節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

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她是純潔的，她是一個關鎖的花園 當我

在給大學生傳道的時候，我告訴我教的年輕女生，說 「這就是給你們的信息」，對年輕

男生也是一樣的 你應該是一個關鎖起來的花園

 今天的年輕人以為：他們在性上是純潔的 只要他們從不發生性行為，然而他們做

盡其他一切 不！要成為純潔就必須是一個關鎖的花園！ 從來沒有人碰過裏面的果子 更不

說吃那果子了，甚至沒有曾看見過裏面的果子， 這是一個關起來的花園！ 同樣地，耶穌

基督的教會，我們應該是一個關鎖的花園 一個關鎖的花園，對別的所有來追求花園的人

關上我們的門！ 他們無論如何都只是想傷害我們， 他們只想把我們撕裂，就像狼和獅子

在座的身為牧師的，讓我告訴你們一些事情 學會這個，你們作為牧師第一要緊的工作 神

已經把祂的新娘交託給你了， 你要保護她，你要保護她

 教會的成長就錯在這裡 問題就在把門大開，盡可能地把人們弄進來 問題就在不實

行教會管教紀律 你們主要的工作是，保護耶穌基督的新娘 在祂面前獻上一個純潔的、貞



潔的處女

 你不能造一個新娘，祂造她 所以停止試圖「造」一個，開始做「保護」她的工作

餵養她、保衛她，愛她，有一天把她呈現在祂面前 看這個，我們就應該是這樣子的，教

會啊！ 你已經被邀請與永活的神交融 為什麼你們還要尋求別的東西呢？ 為什麼你還想把

你所擁有的給別的人， 把你自己給別的人呢？ 把你自己向別的一切都關閉起來，把你自

己給祂 只給基督！只給神！

 給我一個把自己“關鎖”的年輕人！ 太多人，太多年輕人 他們只知道參加團契、擁

抱、聚會， 然後唱著 「來到這裡，主」試圖使自己看起來很屬靈 給我一個能脫離所有這

些，把自己“關鎖”、獻給神的人 有一天我的一個朋友對雷諾德弟兄說 （雷歐納牧師 英國

1907–1994 ） 他說 「保羅華許弟兄 ，是我的一個親愛的朋友 正在艱難和掙扎中」 倫納

德•雷諾德就送我一個小冊子 上面寫著 ： 「保羅弟兄」 小冊子就叫做 「別人可以做，但

你不可以」 上面說的很簡單，就是 「好的，讓別人去整天逛購物街 讓別人去看電視，讓

別人去參加那些愚昧的基督徒演奏會 神不在他們當中，讓別人去參加基督徒退修會和滑

雪旅行 但如果你真的想成為屬神的人，他們可以去，但你不可以！ 當我被呼召開始傳道

的時候 ，在德克薩斯州， 我去與我的牧師談話 他是一個被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人 他看著我

，對我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孩子，你能獨處嗎？」 當時我以為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傳

講真理，我會孤單 那不是他的意思，他說的是說 「你能逃開其他那些人，去尋找神嗎？

你能把你自己關閉起來，只向著神嗎？」 我們能花時間學習如何編織，我們可以花時間

坐在樹下 你們能花時間在高爾夫課程上 你們能花時間在友誼和吃甜甜圈，還有做別的所

有事情上 但是為什麼花時間把自己關閉起來， 與那位最愛你的獨處會這麼難？

 的確，儘管我們已經徹底被贖回了 但我們還有一部分叫作「肉體」的還沒有被拯

救

 現在，我想略過中間跳到第16節 新娘說話了，她說 「北風啊，興起！南風啊，吹

來！ 吹在我的園內，使其中的香氣發出來 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園裏，吃他佳美的果子」

現在，這個年輕女子已經做完了園中所有的活 所有的準備只有一個原因 她唯一的願望就

是風會吹起，把她的成果的香氣 吹向那個她愛的人，盼望他吸一口那香氣之後 會進入園

內，從她那兒享用她準備好的禮物。 這是她最大的願望 我還記得我的這種時刻

 我還記得一開始得救的時候 希望你們也記得，你唯一想要的就是祂的眼神 你唯一

想要就是祂的關注 你禱告，讀聖經，幾乎大部分時間是瘋狂的，狂熱的 沒有神學，沒有



其他任何東西，但唯一你想要的. . 你出去拯救靈魂，敲別人的門，傳講你的聖經 你能倒

立著引用威斯敏斯特信條 不惜做任何事，只為了要「主啊 看看我吧！ 主啊，與我同在！

主，我願做任何事情來擁有你！主，快來到這個房間裏吧！ 不要離開我！拿走我的生命

吧，只要給我你的同在！」 祂在看嗎？祂在看嗎？

 你記得當你這樣的時候嗎？ 然後，在第五章第1節說道 「我妹子，我新婦，我進

了我的園中， 採了我的沒藥和香料 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 你知道奇妙

在哪裡嗎？ 這個王不需要這個小女子的花園 他有數以萬計的人，日以繼夜地為他製造花

園 空中園、花園、蔬菜園 每一種你可能想到的園子，因為他是王！ 但這位王（耶穌）來

到錫安，騎著骯髒的驢 這位王是一個謙恭溫順的王，這位王是一個愛的王 這位王滿足了

她心中最大的渴望 她最大的渴望，她心中的渴望，就是祂享用她所獻上的 而他也做了。

他說:「 我進了我的園中」 「我妹子，我新婦」 我們總是說 「我想要成為祂的」；祂就

說 「你是我的」 「我想給祂這個」；祂就說 「我會收下的」 祂這樣的愛真令人難以相信

祂說 「我進了我的園中，採了我的沒藥和香料」，全部. . 「吃了蜜房，蜂蜜，喝了酒和

奶」 你獻給我的一切，我都會給你」 這真是太奇妙了！

 我永遠不會成為查爾斯•司布真 （19世紀英國著名牧師） 我永遠不會像喬治•慕勒

（19世紀英國弟兄會領袖人物之一） 我永遠不會成為任何什麼，但我就是我！ 一個活著

，然後會死的，就這麼簡單的人 但你知道嗎？ 不要緊！ 你不需要變成約翰•派博（美國

著名牧師） 你不需要成為約拿單•愛德華茲才能在圈內 因為如果你在基督裏，你就在圈內

了

 我們所處的基督教界，竟然會出現權勢等級， 真是叫人難以置信！ 這在天國裏是

不存在的！你一生都在被人排斥在圈外 確實，有些地方你沒有足夠的錢，不能進去 有些

地方你沒有那麼多腦力，不能進去 有些地方你長得不夠好看，你不能進去，相信我 到處

都有這樣的地方，你被關在門外不能進去 那兒有很多小圈子，你不能成為他們當中的一

員 你從他們身邊經過，你看見他們，低下了頭繼續往前 你們當中一些人去參加牧師會議

時，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那裏肯定有這些指示牌：「教會超過五千人的牧師 請站在這裏說

話」 「兩千五到五千人的教會牧師 你們被指定在這個地方」 「兩千以下的你們要到這裏

來」 「有50到100人的，到那個角落的洗手間裏」 權勢等級！多麼令人驚訝！ 只有50人

教會的那人，從來不會被邀請在會議中講道 當然，除了那是在心聲會的會議中 因為那權

勢等級根本不存在！在天國裏不存在！



 主祂不會說： 「為什麼我需要你呢？ 我這裏有司布真，我已經有這個人在這裏，

有那個人在這裏 誰需要你呢？」 祂不需要別人 祂也從沒說祂需要，可是祂愛你啊！祂愛

你！ 你說 「可是我做了這麼多」 你做了什麼. . .你甚至連一半都不知道。祂愛你

 我喜歡那段，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20節） 做個（樂器的）簧片，在你手裡就破了， 這是個易碎的東西，有缺陷的東西 把它

丟了，到處都有個種各樣的材料可用 不必修了，扔掉它 耶穌沒有這樣，你們在祂手裏破

碎了， 人們看了說 「沒用的 沒有音樂從那東西裏出來」，祂說 「看我的」 祂把你修補

好了，並且演奏出最美的音樂 用最破的簧片，演奏你能想像得到的、最美的音樂 “將殘的

燈”. . .我還是一個小孩時，有一天停電了 外面是一場冰暴，我們有那種煤油燈 可是因為

我們不經常用這些煤油燈，我們總是忘記 你不要讓那煤油燈的油燒完 因為一旦油燒完了

，就會開始燒燈芯 那是你一生中聞過的最臭的東西；打開窗戶把它扔了吧 耶穌沒有這樣

；你使聖靈發愁，你很臭，把一切都搞砸了 所有人站在那都說 「把他扔了」 基督拿著燈

，攬在胸前 把燈芯清理掉，重新灌進油再點燃

 你有一個神，你有一個救主，所以祂說 「我來」 奇妙的是這裏. . .最近幾天才發生

在我身上. . .

 這裡說： 「請吃！我所親愛的，請喝！且多多地喝」 我聽過一些非常不完美的人

，站在講台上 傳講聖靈膏油在他們生命中的事. . . . 我剛剛還和他們一起吃飯 當一個人愛

上耶穌基督，這是件奇妙的事 他為周圍的人擺一張宴會桌子 你注意到這個沒有？各位 ！

我們一起享用，一起吃吧 這真是一件極其美好的事！

 接著他在第2節，我們往下看一些東西 「我身睡臥，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的聲

音，他敲門說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鴿子， 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 因我的頭

滿了露水，我的頭髮被夜露滴濕』」 這位完美的情人來到這裏，這位完美的 佳偶來到這

裏，這位王來到這裏 這裡我想指出的只有一件事 儘管在這句裏有七個教導 只有一件事在

這裏我想指出，就是： 他突然來到，他在一個沒有預料的時間來了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因為愛是大膽、不客氣的

 是不是有個天使站在我後面唱歌？ 有沒有人管一下 請叫他住口，他還在唱 你知道

，如果我們是在秘魯，我就拿石頭了 哦，我唯一的機會. . 有天使出現. . . 湯姆•克萊是小

個子，是不是他藏在那裏 有人說 「哦，保羅弟兄，你不該那樣做 神在這兒作工…… 但現

在你弄沒了」 聽著，如果是神在作工 當我回來繼續講時，祂還會繼續作工的 有人告訴司



布真說 「你應該趁鐵是熱的時候打」 司布真說 「哦，如果是神使鐵熱 起來了，那麼鐵會

保持熱的」 如果那人又來，我將要開槍了？好吧，主啊 當然，教會不能沒有這些媒體設

備 他沒有通知就來了，完全突然地 為什麼？因為愛相信這樣是可以的 你需要相信耶穌的

話，但別搞錯了 祂也會把你的話當真 「我愛你，主」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祂相信你

所說的，以至於祂說 「好的，那表示我可以凌晨 兩點的時候來，敲你的門」 那意味著，

牧師，當你有各種工作要做的時候 祂可以來到你身邊，敲你的門，說道 「我在這裏，和

我待一會兒」這就是它的意思

 現在，他突然來了，而她卻說 「我脫了衣裳 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腳，怎能再玷

污呢？」 現在這裏有一個女孩，真的會一天去集市上37次 為她母親. . .沒有任何理由，

只是希望自己能碰見這個男子 這個女孩為了得到他的注意，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是這

是接下去發生的事情， 當你得到了某人的注意時 當你已經贏得了某人的愛時， 愛通常就

變得十分平常了

 我記得我這生第一次爬上安第斯山脈的時候 經過世界上最高的鐵路時， 我就坐在

那裏為安第斯山脈上 美麗的景色感到震驚，但有 一個老傳教士名叫霍爾默 坐在那邊打鼾

睡覺，我就想 「他的心怎麼能如此遲鈍 看不見神造物的美麗呢？」 幾年前我帶著一組大

學生經過同樣的地方 當他們在驚呼的時候，我在打鼾 為什麼？ 因為當你反覆地看到某東

西之後 因為罪性，那東西就不再特別了

 做丈夫的，這是對我們和我們的妻子的一種斥責 曾使我們心激動的一瞥， 今天應

該同樣使你們心動 不是她們的一瞥變了，而是你的心已經變了

 但我們看看這個，他說，她說 現在去愛，好像是一件苦差事， 現在去愛好像是一

件苦差事

 你還記得那些時光嗎？聖徒， 你還記得你禱告的那些時光嗎? 你會叫別人和你一

起禱告，你會讀聖經 你想要走在真理中，而當你覺得自己使聖靈擔憂 你就心碎了，去向

神呼喊，你做一切只為了要 尋求祂，你求告祂的名，你要祂在一切事中同在 但是現在祂

在晚上十點鐘顯現了， 你卻說 「主啊，你想怎麼樣呢？我是說 我已經三天都在聖經研習

會上了，我給你的還不夠嗎？」 看哪！這是多麼可怕地悲哀啊！ 「主，我很累，我是說

……牧師他們是最辛苦的」 這就是為什麼牧師不應該有電視機，因為真的…… 「主，我

精神上. . 和所有別的， 完全徹底地精疲力盡了 我是說……」 你感覺那樣沮喪 這時主說

「和我一起溜走， 我知道現在是主日的晚上， 我知道你精力耗盡了，和我一起溜走 讓我



重新使你飽足 ，給你那如此疲倦的心，安息平靜」 「主啊，那可行不通的，我是說 我應

該就坐在這兒看一下別的東西，真的…… 拜託！主，我已經付過代價了，不是嗎？」

 曾有一段時間…… 哦，真的太好笑了 你知道，當你剛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我是說，

你看哪裏，哪裏都是耶穌的臉，每個…… 我是說，你因為吃太多披薩，晚上做了一個夢

你就試圖解釋，把耶穌與這些事情連上， 都是耶穌，一切都是耶穌 你就只想要看見耶穌

，我是說 有風吹在你的背後脖子上 你認為那是耶穌，你編造事情， 反正所有你想要的就

只是耶穌 現在，你長大了，耶穌也真的以一個愛你的人來了， 祂扯了扯你的心，說 「和

我一起溜走吧」， 你卻否認那就是祂， 你希望那不是祂！ 「哦，那不是祂，那不是祂的

聲音，那只是我的想像」 曾經有段時間，即使只是你的想像， 你也會跑開去禱告 你會把

祂的呼喚做為一個理由 “哦，是你在叫我嗎?" 看! 這顆心變得多麼冷淡

 所以他說，我們讀第4節 「我的良人，從門孔裏伸進 手來，我便因他動了心 我起

來，要給我良人開門；我的兩手滴下沒藥 我的指頭有沒藥汁滴在門閂上 我給我的良人開

了門，我的良人卻已轉身走了 他說話的時候，我神不守舍；我尋找他，竟尋不見」

 你知道發生了什麼嗎？ 耶穌是一個 總是從你身邊經過的神 你們在那邊風暴裏掙扎

，祂走在海面上 祂走. . .就像要從你身邊走過去，你必須叫住祂 （馬可福音第六章48節）

在去以馬忤斯的路上，祂還要繼續往前行 （路加福音第24章13、28節） 你得叫祂回來

「不，主，再與我們待一會兒吧」

 我想要你們知道一件事。 真正的愛對聖靈是非常敏感的 聖靈的象徵是鴿子，神的

愛是敏感的 神的愛會拽你，因著恩典，祂會再拽你一次 因著恩典，也許會再拽你幾次 但

是遲早這種拽會停止的， 你們知道那時剩下的是什麼，不是嗎？ 你們當中許多人有什

麼？ 你們大部分的禱告生活就是 跪下來禱告時，就像有一層銅板在你們頭上 你一直在呼

求 「神啊，給我你的同在，你的同在 你的同在，主啊我想要你的同在」 但那同在始終不

來 然後你起來，上床睡覺 你看，愛可以很快就煩人了！ 它會拽. .它會拽. . 你知道我在說

什麼，不是嗎？ 你曾願意和祂同在 到了一個程度這種同在變得平淡無奇 然後祂會叫你，

但你不去了 然後祂就停止叫你了， 你記起來時再去找祂 你找祂，但，找不到祂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次沙羅（保羅的妻子）和 我做了一些非常不屬靈的事 她去美

國完成她的課程，大概有82天 而我留在秘魯，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那叢林 我什麼時候離

開秘魯的. . .？ . . 我不知道. . 我好像. . . 但那八十幾天真的非常長 我就坐在我們的小房間

裏，她不在那兒 還有其他等等. . . 我非常地想念她 我走到抽屜那裏，我打開抽屜拿出一件



她的毛衣 那聞起來像她，於是我坐在床上，把毛衣貼在臉上 我不知道那有沒有幫助 因為

那裏只剩下未散的香味， 但是人已經不在那兒了 你們大部分人的禱告就像這樣，太常了

拒絕主愛的氣味在那而徘徊，籠罩著 太多時候，當基督來了， 我們卻說 「主啊，我已經

在床上了 主啊，我已經一整天都在講道」 你們知道不知道有多麼冒犯啊？ 你們知道主的

愛被你拒絕，這是多麼冒犯的？ 對主是怎樣的傷害啊！ 一個人愛到像一隻闖進陶瓷店的

公牛反而是好的， 至少這種愛人是熱情的 但對人冷淡遲鈍的心 正是殺死那個人的東西

 我們說，我們冒犯某人是因為我們得罪了他們 是，我得罪了神，因為我不該看那

電視節目 或者，我得罪了神，因為我不該那樣對我的弟兄說話 我得罪了神，我心中的想

法是不對的 好吧，那這個又是多大（的罪）呢？ 神來拜訪你，而你卻說 「不」！ 你談冒

犯， 這才是更大的冒犯！

 所以她去尋找他，然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她大聲呼喚他，但他沒有回應 第7節

「城中巡邏看守的人遇見我 打了我，傷了我 看守城牆的人奪去我的披肩」

 我想告訴你們. . 這些傢伙可真狂妄，不是嗎？ 如果那位王走在她的旁邊 他們甚至

連看都不敢正眼看她 他們會低下頭顫慄 你們看，我親愛的朋友，我們不算什麼， 我們已

經被那位王修理乾淨了 我們已經被王裝飾好了， 我們時時需要王的同在 外面的惡者並不

怕羊 許多電視福音傳道者應該知道這個 那惡者不怕羊，他怕的是站在他們旁邊的牧羊人

看守城牆的不怕小女孩，他們怕王 當教會離開她的王， 當她對她的王的愛變遲鈍了 並且

教會著迷於各種愚蠢的事物 因為除了王之外的其他 任何東西都是愚蠢的 當教會把她的目

光 轉向除了祂以外的任何東西 她把自己推向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 那自傲的高山上 那裏

充滿了獅子、狼和豹 那些她必經的街道是危險的地方 她需要她的王的同在

 第8節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囑咐你們 若遇見我的良人，要告訴他，我因思

愛成病」 第9節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 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 你的良人比

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 你就這樣囑咐我們？」

 我不知道她們是不是在說這個： 「哦？我們為什麼要去找他呢？ 我是說，他沒有

多好， 不是嗎？ 他來到你門前時 你都不願離開床， 你反而要我們在晚上繞城走 去找一

個來到你門前 你都不給他開門的人？ 我是說，照你的行為 他顯然沒有多少吸引力」

 我不是那種人，說 「如果我們可以活的想耶穌、 或者為耶穌活，整個世界會因此

改變」 假如我們真的那樣做，我們也會被釘上十字架的 世界恨耶穌，所以如果我們開始

活得像祂 他們也會恨我們， 但至少他們會注意到一些事情，不是嗎？



 我們到外面喊 「世界需要耶穌！」 然後他們說 「好吧，世界需要耶穌，就和需要

一個能塞三輛車的車庫 或者一輛多功能運動車、足球一樣多嗎？ 世界需要耶穌和需要生

活中 的這個或那個一樣多嗎？ 因為，很明顯的，你的生活中你需要這些 勝過你對耶穌的

需要 所以，請你幫助我更明白 世界到底有多麼需要耶穌？耶穌有多麼特別？ 你能把這個

給我解釋一下嗎？ 因為看到你們中的這麼多人 讓我非常困惑不解 因為看起來， 你們好像

並不怎麼需要祂 看起來祂對你們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再進一步考慮這個

呢？」 這是個非常嚴厲的譴責，但這使她開了眼 這割了她的心，這使她看見了 責備是個

好東西，是個好東西 因為，突然之間她清醒過來 真的，這就是所謂的悔改，不是嗎？ 你

醒醒吧！你醒醒吧！ 你是怎麼回事？ 你若不是瘋了，就是你已經忘了祂 或者你根本從來

沒有見過祂 一定是這三者中的一個

 你真的從沒有見過祂? 以至於祂從沒讓你覺得可愛嗎？ 你忘了祂是多麼可愛的

嗎？ 因為你用那麼多別的東西充滿 你的生活，使你的心變遲鈍了

 還是你確實是瘋了？ 你竟然轉離開永生神 停止與祂交流，僅僅是為了 與用木頭、

鐵和塑料做的東西建立友誼？

 她清醒過來，就說 「我的良人白而且紅 超乎萬人之上，他的頭象至精的金子 他的

頭髮厚密累垂，黑如烏鴉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鴿子眼，用奶洗淨，安得合式」 她說啊說的

，到第16節，她說 「他的口極其甘甜，他全然可愛 這是我的良人，這是我的朋友， 耶路

撒冷的眾女子啊！」 她瘋狂了，她真是瘋狂了！ 這就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

 我相信聖經中神對末世的那些啟示. . . 我想你們對那些部分都很熟悉了 「啟示錄

」 、 「以西結書」 裏的一些東西，天啟性的 「輪中之輪」，所有這些想不通的、 令人

恐懼的、驚人的象徵符號 我對此有個看法 我相信這些東西就出現在 下面這些事情發生時.

. . 當一個人被神的啟示完全吞沒時 那啟示遠遠超出他的理智與理解 超出他可以談論. . 和

解釋的能力，以至於讓他到了一個極限 那個讓他瘋狂的點， 他看到了他的頭腦不能理解

的東西 他想告訴別人他自己都不能理解的東西， 他就好像一個發瘋的人 難道這不該是我

們的基督信仰 這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嗎？ 我們是那些看見了我們的 腦袋不能理解的東西的

人 想要說我們無法描述的東西， 這就是她所說的：「他的頭髮厚密累垂，黑如烏鴉 是金

色的」。 所有這些東西，所有相矛盾的詞 這個女人正在瘋狂的邊緣！ 她在試圖描述一種

美麗. . 是. . 如此偉大，幾乎使一個人到了瘋狂的極點 我相信這些會發生在天堂裏 我相信

甚至現在，被救贖、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一定是有超自然的力量支撐你， 因為如果不是這



樣 祂那極度美麗、榮耀的同在 會使你發瘋的

 這使我想起另外一個話題 我已經心生反感、厭倦聽那些適切的、 神學上正確的、

基督教道理了 我們很得意的把每一個小細節弄好 我們把每一件事都解釋得客觀、冷靜、

精打細算，好像神只不過是一個數學公式

 聽我說！ 發生在一個傳道人身上最糟的事情 就是他變成文明有禮，令人尊敬的人

任何宣講神的人，在某種程度上 應該是有些瘋狂的人， 因為他說的是神的諸多榮耀 我們

，我們的生命，我們應該被神吸引住， 我們應為祂瘋狂，我們應該是被祂深深吞沒. . . 我

們應該是被祂尋找的. . 就如約翰•派博說的那樣！

 接著發生了什麼？ 第六章第1節 「你的良人往何處去了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 你

的良人轉向何處去了？我們好與你同去尋找他」 當教會對耶穌基督變瘋狂了，這會引起

騷動 當教會把她的目光轉離 所有那些沒有亮光的東西 如果教會的目光落在耶穌身上， 當

教會鼓起勇氣和膽量 為祂的愛發狂 我不知道到底會發生什麼 但一定有事情會發生

 現在這下面就是那奇妙的事， 她曾經輕視了他的愛，她把他的愛當作平常 她已經

被別人的手弄髒了， 她已經被其他人嘲笑了 她傷害了他，用每一種可能的方式傷害他

 現在，你覺得她應得什麼樣的報應？ 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應得什麼樣的報應 但我

知道她得到了怎樣的回報 你想她的愛人去了哪裏？ 去找一個律師，離婚法庭 「我已經受

夠你了，我要休了你」 也許他去收集對她不利的證據 來壓制她，強迫她 對她大發脾氣，

向她表明 他對她有多麼生氣和厭煩 好讓她開始走她應該走的、規規矩矩的路

 噢，她回去了，第2節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園中 到香花畦，在園內牧放群羊，采

百合花」 他做了什麼？他去採花了 以便在當他那犯錯的、 冷心的新娘回轉向他時 可以給

她一個禮物 你看， 我親愛的聖徒， 那惡者會這樣欺騙你 「你現在又犯了 是啊，你現在

又犯了 我早知道這天遲早會來 他已經受夠你了」 但你一定要明白的是 他從不會受夠你

的。 你簡單的ㄧ瞥，使他的心跳加快 當你做盡了一切. . . 到祂那裏去、或者冷心地從祂身

邊跑開. . . . .你找一切可以逃跑的路和借口， 而當你一離開祂時. . 祂卻去找禮物送給你 現

在，這很難相信 但再一次，整個福音本來就是 很難相信的

 我們禱告吧 父啊，我希望，我希望我永遠不會 永遠不會在聽到你的聲音、 或感受

到你的召喚時、 在知道我已經被王傳喚之後、 反而喜歡跑掉 我希望這次講道會使我們去

禱告 去認識到禱告比作工更重要 禱告不只是替別人禱告， 不只是獲得恩典，而是因你而

歡喜快樂 你是多麼可愛又令人喜悅的啊！ 打開我們的眼睛，主。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