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华府生命河灵粮堂

祷告香坛
主题：迈向成熟的爱

（2013年10月6⽇日）
【主题经⽂文】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

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

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

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知識

也終必歸於無有。（林前十三1-8）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十三

13）
【前⾔言】

目前教會正在傳講「成熟生命的見證」系列信息，雖然所引用的約翰

壹書經文段落，還沒有涉及「愛」的主題。但是，在同工們正準備為明年

教會事工的發展，以及新年度的預算而聚會的時候，神的靈感動同工們所

領受的信息，卻指向了「成熟生命」最極致的的見證－「愛」。我們相

信，神鼓勵我們要朝向生命成熟的標竿－「成熟的愛」邁進。不是成熟的

專業技巧，不是成熟的屬靈恩賜運作. . .，而是「成熟的愛」，這不是生命
外在的形式，而是生命內在的品質，是不能假冒，也不能偽裝的。(參提前
一5)

我們為同工們的領受而感謝神，更為著弟兄姊妹們和睦的關係感謝

神。但是，神為什麼在這個時候賜下這樣的信息呢？有兩個可能的原因：

其一是，神要我們在「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寬容」(參上個
月的禱告香壇禮拜三的信息)的操練上，更深一層的向下扎根，進一步的向
上結果。其二是，神預知我們將會在操練「彼此相愛」、「彼此接納」、

「彼此寬容」的功課中，面臨神的「試驗」，以及祂所允許的「試煉」與

「試探」。

無論是哪一個原因，我們都深信這些「試驗」「試煉」與「試探」，

它們的「強度」與「長度」都是有限的，並且神要帶領我們經過這些有限

的「死蔭幽谷」，而進入祂「永恆的祝福」。這正是神的法則：「藉著有

限的. . .，使我們得著無限的. . .」。哈利路亞！感謝讚美神！讓我們在未來
的幾個禮拜中，同心的在主前代求，並在自己的生活中儆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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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一 生命成長的階段

【经⽂文】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四16）
【知識的⾔言語】

1. 人生是由不同的領域(或階段)所組成，在每個領域中都有必要的成
長，這些階段性的成長，可能與個人的專業知識、素養、訓練裝

備. . .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每個階段都有相同的性質，意義、目
標。每個階段都是以「愛神」為中心。

2. 每位為人父母的，都會帶著極大的喜悅，也非常愛他們新生的嬰
孩。如果我們能幫助人成為神的兒女，神將要比地上為人父母的，

更加喜悅，也比人間為人父母的，更愛祂的兒女。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神透過聖經藉著身體的比喻，幫助教會明白神旨意中「極大的奧

祕」，就是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弗四3 2 )。我們如果觀察 (弗四1 6 )的上文
(11-15)節，就不難看見，教會之所以能進入16節的狀態，乃是因為具備了
前面所啓示的條件。換言之，這些就是「身體漸漸增長」的條件。這些條

件就是身體上的肢體都邁向成熟，並且前文隱藏了肢體(教會的弟兄姐妹)
成熟的三個階段。我們就參照約翰壹書二章12-14節，將之分為「父老」、
「少年」與「小子」三個階段。

這些「父老」就是「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弗四
1 1 )，他們的職責就是「裝備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這些
「少年人」的特徵就是「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長大成

人」，這些「少年人」是「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這些「小子」的特徵

就是「中人的詭計、欺騙的法術、被異教之風吹動就飄來飄去」，這些小

子就是處於「小孩子」的狀態。

身體的成長與肢體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的，就是在互動中成長。而互

動的最大動力不是別的，就是「愛」。「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

己」，並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指以「基督的身體－教會」為中

心。原意就是「藉著愛，祂 (基督 )的身體 (教會 )漸漸增長，而進入 (或成
為，是指目的、結果)祂自己的建立」，這裡所指的就是「神自己的旨意、
計劃」。然而，這個計劃卻是藉著愛，或者說，這個計劃就是在愛裡面建

造，不只是弟兄姐妹彼此相愛，更是神對祂兒女的愛。在教會中，弟兄姐

妹們生命都處於不同的成熟程度，但是，都在「愛」中邁向成熟，這是神

的計劃與旨意，也是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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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提⽰示】

1. 請為教會的建造禱告，求神親自督導我們，幫助我們能在神的愛
中，也在彼此相愛中建造教會。

2. 請為自己禱告，求聖靈光照你，使你知道自己生命成熟的階段，為
自己在愛中被建造，也在愛中與弟兄姊妹們彼此建造。

禮拜二 陶匠與你

【異象】

在一個陶匠的房子，有很多陶器，每個陶器都有不同的形狀。這個

「房子」就是教會，這裡面所有的陶器就是教會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個

陶器都有特別的用途，或乘水、或煮飯...，有不同的功能。

【知識的⾔言語】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定、位分、功能，這些只有領受的人知道，是個

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別人不能知道。

【经⽂文】

這牛犢出於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並不是神。撒馬利亞的牛犢必被

打碎。他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所種的不成禾稼，就是發苗

也不結實；即便結實，外邦人必吞吃。（何八6-7）

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

纏裹。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

面前得以存活。（何六1-2）
【经⽂文、異象與知識⾔言語解讀】

從異象中，我們可以揣摩神的心意；從經文中，我們可以揣摩我們的

處境。從屬靈的生命法則而言，我們都不斷的邁向成熟，並且以天父成熟

的愛為標竿(參太六48)。從生命塑造(陶塑)的進程而言，我們都曾經被世界
所陶塑，但信主之後，世界不再是我們的陶匠，而是神成為我們的陶匠。

今天我們也許會被世界所影響，但世界絕不能陶塑我們，唯有神是我們的

陶匠。神藉著「陶匠」與「陶器」，比喻他與我們的關係，重點在與神的

主權，以及神在祂的主權之下，按照祂的計劃陶塑我們成為祂合用的器

皿。也許我們的概念是－陶塑我們是為了在今生今世為主所用，卻不知

道，神乃是藉著我們的今生今世，陶塑我們成為永恆中神國度的人才，那

才是陶匠終極的目的。希伯來書藉著對祭司的事奉啓示出了這個真理的法

則：「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 . . . (來八5 )。原來天上才是
「事奉的實體」，地上的事奉不過是陶塑我們，預備我們將來進入天上的

事奉。神如何預備(陶塑)我們呢？簡單的說，就是「拆毀」與「重建」。
-3-



神藉著同工所領受的何西阿書兩處經文，幫助我們明白，當神親手拆毀世

界在你我生命中錯誤的陶塑，我們可能因此覺得有些傷害或虧損，但是，

這並不是神不愛你，不是你的命運折磨你，而是愛你的神在潔淨你。並

且，神必定醫治、纏裹，使你甦醒(復興)。

因此，不要讓處境轉移你的眼光，要專注陶匠的手，只要祂的手在你

身上，你的處境就是最好的過程。請你安靜、耐心的等候祂完程你人生這

個階段的陶塑。讓我們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讓我們為神在我們身上陶塑的工作感恩，無論你在何種處境中，都
獻上感恩。無論順境、逆境，都是神的手正在工作。

2. 求神的聖靈幫助你，使你明白神陶塑你的目的，並顯明祂對你的命
定、計劃。求神賜你安靜等候的恩典，使你能「忍受」目前的處境(參林前
十13)。

禮拜三 信而順服

【经⽂文】

我勸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當如此。不要急躁離開王的面

前，不要固執行惡，因為他凡事都隨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話本有權

力，誰敢問他說「你做甚麼」呢？（傳八2-4）
【知識的⾔言語】

 不是明白之後才順服，乃是信而順服。
【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傳道書這節經文可以說啓示了君王絕對的主權，也啓示了百姓對王絕

對的順服，從上下文來看，這是「智慧」的表現，這樣看來，操練絕對的

順服，是智慧的表現，更是對君王的信心。原文沒有「敢」這個字，而是

「誰對他說」，這是指「不要質疑王的統治權」，這就是對王絕對的「信

心」。

論到「信心」，我們都知道希伯來書的啓示：「信是所望之事的實

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 )。很顯然，同工所領受的「知識的言
語」正符合希伯來書的啓示。在這一整章經文中所提到的人物，都見證第

一節的啓示，人類歷史中所有跟隨神的人，並沒有在地上活著的時候，親

眼看到所相信的終極目標－神實現的國度，或著如希伯來書所說的「天上

的家鄉」。但是，這些信心的見證人，卻順服了呼召他們的神，並且在他

們寄居世上的年日中，讓神在他們身上完成了陶塑他們的工作。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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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使徒保羅的一句名言描述這個陶塑的意義：「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

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

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7-8)。

在保羅的身上，我們看見了順服的實際，就是「打美好的仗」、「跑

當跑的路」與「守住所信的道」。我們如果省察自己的人生，就不難作出

這三方面的歸納，就是人生的三大特質－「得勝的人生」、「標竿的人

生」與「謹守的人生」。無論我們的人生遭遇了怎樣的處境，我們絕對的

相信神的主權，我們就能領受人生的智慧，完成神對我們的計劃、命定。

阿們！

【禱告提⽰示】

1. 請為神絕對的主權感恩，並相信神絕對的主權是你一生的祝福，求
神幫助你操練絕對的順服。

2. 請為自己禱告，求神幫助我們能操練人生在「得勝」、「標竿」與
「謹守」這三方面的特質，使我們建立智慧的人生。

禮拜四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

【经⽂文】

以色列人哪，我賜你們一個證據：你們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

自長的，至於後年，你們要耕種收割，栽植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必有餘剩的民從耶

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脫的人從錫安山而來。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

就這事。（賽卅七30-32）

【知識的⾔言語】

不要怕，只要信！神必定成就祂的應許。我們也要向下栽培下一代。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先知在傳出神的應許後，加上了「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

事」。這更是對神所賜下的應許，堅定有力的保證。讓我們從「熱心」進

入這段信息。「熱心」是情緒的一種巔峰狀態，並且所呈現出來的，有積

極性的，如；焦急(詩一一九139)，也有消極性的，如人的「憤恨」(申廿
九20)，神的「忌邪」(民廿五11)。顯然，「熱心」是一種積極性的表達，
所呈現出來的是「必須完成」的態度，並且因著這積極的態度，會驅使主

動者付上極大的代價，排除所有的困難與障礙，為的是達成所熱心的目

標。當這樣的描述用在神的身上時，就是對神所要做的事，祂所要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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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賜下成就的保證。果然，「耶和華的使者出去，在亞述營中殺了十

八萬五千人。清早有人起來一看，都是死屍了」。 那些來攻打猶大的亞述
大軍，班師回朝，不但如此，亞述王回國不久，就死在自己的兒子手上。

從教會過去的經歷而言，我們在仇敵的詭計中受了許多虧損，似乎到

現在還沒有什麼好轉，但是，神藉著這個聖經的歷史事件，提醒我們－祂

是為百姓大發熱心的神，更是為教會大發熱心的神。神藉著同工所領受的

知識言語，鼓勵我們「不要怕、只要信」。讓我們同心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請繼續為神在未來所要成就的應許感恩。求神堅定我們的信心，開
我們的眼睛，能看見祂的作為，帶領我們為主得著失喪的靈魂。

2. 請繼續為明年我們能有一個創意性的擴展禱告，求神賜給我們創意
的耕種與收割，帶領我們以創新的方法，栽種葡萄園而得新酒。阿們！

禮拜五 生命的見證

【知識的⾔言語】

看見一粒發芽的種子。

【知識的⾔言語】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粒種子。

【经⽂文】

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

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4，12)
【知識⾔言語與经⽂文解讀】

聖經提醒我們－「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論到神所造的「種

子」，這是植物生命的起源，也是根源。當神造菜蔬、樹木這些植物的時

候，乃是先造種子(創二4-6)，等到人耕地後這些種子才會發芽成長。至於
種子如何發芽成長？耶穌的教導指出「是自然的」(可四26-39)。換言之，
這是神國度的律(法則)，是神的命定。接下來，就讓我們從這個角度解讀
這段信息。

從耶穌所作的關於「撒種」的比喻而言(可四1-34)，就是指「神的道」
(種子)在人生命中(田地)的現象。種子成長的結果，不在於種子，因為這
「種子」是「神的道」，而是在於「田地」，也就是指「人的思想」。耶

穌所比喻的四種田地的狀態乃是－「路旁」不屬於田地的範圍；「土淺石

頭地」－剛硬不悔改的心；「荊棘、蒺藜地」－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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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別樣的私慾；「好土」－可以讓種子發芽成長卅倍、六十倍、一百倍

的田地。

神藉著同工的領受所賜我們的經文，提到「要在言語、行為、愛心、

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延續前面的解讀，我們可以知道「神

的道」在我們的生命中要結出這些果子，並且神期待這些生命的果子，能

成為弟兄姊妹們的榜樣。這次的總題是「邁向成熟的愛」，我們也可以延

伸為「邁向成熟的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並且成為弟兄姊妹

們的榜樣。

在主觀上，我們都知道有我們自己當盡的本份，但是，無論我們盡怎

樣的本份，都是要預備自己成為好土。至於「神的道」如何在我們的生命

中成長，這是神國的奧祕，人不能知道。因此，只要我們願意從我們的思

想中，除掉「石頭、荊棘、蒺藜」，那麼， 在客觀上，「神的道」就會按
照神的法則（出於自然)，在我們的生命中結出「卅倍、六十倍、一百倍的
果子」。讓我們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請為自己禱告，求神來清潔我們的生命，幫助我們省察自己，看在
我們思想中有那些「不悔改的思想」和「 世上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別樣
的私慾」，求神給我們勇氣，使我們可以除掉這些而成為好土。

2. 求神祝福你，使祂的道在你的生命中，使你能成為「邁向成熟的言
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的生命，並成為弟兄姐妹們的榜樣。

禮拜六  忠心與愛心的試驗

【经⽂文】

耶和華啊，求你察看我，試驗我，熬煉我的肺腑心腸。（詩廿六20）

神啊，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詩六十六10）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

了律法。(羅十三8)

我說這話，不是吩咐你們，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試驗你們愛心的實

在。(林後八8)
【知識的⾔言語】

「忠心」與「愛心」不是強迫的，是在喜樂中帶著「忠心」與「愛

心」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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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知識的⾔言語解讀】

去年教會退修會的主題是「起初的愛」，從那是直到如今，神一直在

這方面指示我們。今天更是要我們「邁向成熟的愛」。在一般的概念中，

我們都知道，產業界需要對產品進行檢驗。實驗室的研究結果，也都需要

經過多次重複的實驗，在得到相同的結果後，才能確認實驗的成功。聖經

也啓示我們，我們的神是會試驗我們的神。從經文中，我們也看到詩人的

禱告，求神試驗他。

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神從去年就引導我們學習「愛」的功課，那

麼，神肯定也會試驗我們。若是這樣，我們就更要積極的面對這個「考

試」。如果神允許我們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間的關係有些緊張，那麼，很可

能就是某個程度的試驗。如果在你們家中，或夫妻關係，或親子關係有了

「衝突」，這也可能是某種「試驗」。盼望我們都能儆醒生活周圍的小事

件，或同事之間，或鄰居之間，甚至與陌生人之間，我們都要注意可能臨

到我們的試驗。

從聖經的人物來看，不少的人物因為通過了神的試驗，而成就了神在

他身上的計劃。但是，試驗也不是只有一次，亞伯拉罕就是多次的接受試

驗，直到在摩利亞山將他所愛的以撒獻為燔祭，亞伯拉罕愛神勝過了愛他

獨生的兒子，他就通過了試驗。

明年是神要開始成就祂的應許之年，在這之前，神也許會試驗我們的

愛是否成熟。但願我們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弟兄姊妹的關係. . .等等，
都能通過神的試驗，以致於神帶領我們進入「耕種收割，栽植葡萄園，吃

其中的果子」的應許。將得救的人加給我們。阿們！

【禱告提⽰示】

1. 為神要帶領我們進入「邁向成熟之愛」而感恩，求神將我們邁向成
熟之愛所需要的成長力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在這個成長之路上，以成熟

的愛建立祂的教會、家庭、婚姻。

2. 求神賜給我們儆醒的心，使我們能洞察神對我們的試驗，並依靠聖
靈的幫助，通過神試驗。

3. 請繼續為神的應許與神作為禱告，求神大發熱心成就祂的應許，擴
張我們，為主得著失喪的靈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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