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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回应 

在成圣过程中，我们每天被圣灵更新以至成为圣洁，这是一件尚未完成的工作，但正迈向完

成。帖撒罗尼迦前书4:13a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

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上帝在基督里的义，使我们与上帝一起时得着一个正确的身份。根据圣经，因着耶稣的血，

我们都成为圣洁的人。成圣化是需要每天去思想和实践刚才所提到的，这样，我们便会在思

想、言语及行为上变得越来越似耶稣了。 

弟兄的爱 

「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

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事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

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4-6） 

换句话说，不要使你的弟兄或姊妹受屈。再加上，上帝正守望着他们。当你阅读第7-

9节经文时，你便能明白这句说话的重要性：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

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

，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若我们使一个弟兄或姊妹受屈，我们便使上帝受屈，因为上帝视他人如同衪自己一样。 

在马太福音廿五章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

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

，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我必须明白若我使我的妻子或孩子受屈，我正是使自己受屈。若我使你受屈，我正是使自己

受屈。不单如此，我还在使上帝受屈。所以，我的动机必须是…我想去取悦我的主。 

我不希望我自己有破坏关系的想法：「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因为我不喜欢他们所去的地方

，而他们亦不喜欢我所去的地方，尽管他们和我都是基督徒。 

」上帝是否在某处呢？我想到上帝那里去，可是，你不能到上帝所在的每一个地方。在你被

领到上帝所要去的地方（不论何处），让你自己好好扎根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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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爱是在乎关系的。衪经常建造桥梁，而不是摧 它们；衪时常触及和关怀每一个人；

衪又永远不会坚持己见及干犯别人的意愿。上帝已赐给我们

一个选择，衪并不会干预我们的自由意志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别人较自己为重的重要性。我曾这样想过：若我不告诉某些人关于某

事，他们会因着他们的不知情而受到伤害的。然后我又开始想：「或许，他们并不需要我的

帮助，因为我从没看见上帝会强加帮助于任何一个人身上的。」 

耶稣献上自己是因为衪爱这个世界，衪从没要求我们去跟从衪，相反地，衪说：「今天，我

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祝福和咒诅，生命及死亡；选取生命吧。」换言之，「我爱你们，我勉

励你们要因此站立得稳，这是我的爱所赐给你们的，因为那是可使你们得着生命的东西。我

不会强迫你们，把你们强拉进去的。」愿荣耀归与上帝，我逐渐明白这真理了。 

帮助他人 

真正帮助人的会是什么呢？是爱心将会帮助他们。然后，当他们开始认识我的时候，便知道

我是持

守着什么。对于这些事情我无需刻意说出，我相信耶稣宝血的救赎；我相信上帝的圣灵会使

人说方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因耶稣的名得医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因耶稣的名得拯救

；我相信基督徒是能胜过魔鬼，并可从它们手中释放开来；我相信思想、言语及行为的圣洁

；我相信靠着上帝在我里面的能力，使我足以尝试去活出这种生活方式－它正在发挥作用。

我需调校我的心和灵，让它们与上帝同心，同行。 

因着上帝的恩赐，并借着恩赐，使我能行道荣耀上帝，，我不可为此而归功给自已。可是，

上帝向我显明的大部份事情，本不打算公开的，但是，我把这些事情公开是为了使人归正。

我真心想帮助别人！箴言16:2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惟有耶和华衡量人

心。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当然，每人都想作别人的帮助。上帝愿意帮助这些人，但假若我们真

的去帮助他们，我们就必须依照上帝的方法而行。 

上帝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呢？我坚信若他们需要帮助，必有足够的光映照出来（而人们便知道

我所持守的、我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就会走近并得着它。 

我们不需到处毛遂自荐，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圣的医治。有些人不明白为何我们不走进医

院，按手在（或代祷）他们身上使他们离开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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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病人根本就不信，而我亦不愿到处成为人见人怕的人，因为这不是爱。可是，我知道每

一个被我们按手的都有机会得着医治，因为我曾看见这样的事情。这本小册子没有足够的空

间去记述所有上帝为人所作而又成功的奇妙事迹。上帝是信实的，衪定意执行衪的工作。感

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在祂的圣工上，享有参与和执行的福份。 （约14:12） 

有一天，上帝治好了一个左耳是聋的妇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个双耳皆聋的妇人亦被冶

好。（信心是会传染的）我们经常看见骨胳与关节得医冶，亦看见上帝治好人身体的每一个

部份。有另外一个妇人，无论她何时开口她的下颚便会移位，所以，她不能说出话来。但上

帝便使她在祷告行列中得着医冶。她究竟做了什么呢？赞美主，这正是上帝想要她做的。这

样，主在祷告中触摸她以后，她便能经常赞美主了。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便治好了她

。愿荣耀归与上帝！ 

爱将人们拉近，若你以爱和体贴别人、看别人较自己为重，及侧重他人多于侧重自己等去让

耶稣的光映照出来，那么，你便不需挂虑上帝会不帮助他们了。 

「没有人拥有比这个更大的爱，就是一个人愿意为朋友摆上他的生命。」上帝称衪的敌人为

朋友，这就是衪做事的方式。衪转化我们的关系，我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别人，我们不

再看他们为未信者，因为耶稣也是为他们所有人而死的。 

据圣经记载，救恩是给所有人的，我们只不过是在等候他们去接受上帝早已为他们预备好的

救赎、医冶和圣灵的浇灌。这便是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人了。 

我亦不想怀着激情四处奔走，只是等待有人前来，给予我没有要求过的忠告。在以往的日子

，我曾因对他人说了这些话而被人认识：「我感谢你对我的爱心与关怀；多谢你，但我却没

有要求任何帮助。」 

让我告诉你，有很多次我都错了。但另一方面，或许上帝在我里面是另有旨意，使我必须依

照衪的方法行事。他们说的很可能全是对的，正正是我要聆听的，但在那个时候或许我不愿

去听。我们必须以耐心彼此相待，上帝便会使我们一起得着能力，使我们愿意听取和接纳从

衪而来的一切。 

你可能会说：「我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已被主的热情熔化了！」不错，但为何不先考虑这

个？先用灵去为那些你察觉到他们带着的需要祷告，那不是更好吗？在你与他们对话之前，

让上帝先处理他们的心。 

「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包括任何的牧师。我以耶稣之名去拒绝，若我看见事

工里或个别人士的某处地方出了乱子，我内心定意去为他们祷告，不论他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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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祈祷，我会全心地祈祷，因为我无权去论断，所以，我相信上帝是会作出改变的慢慢地

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雅1:19-20） 

 

我必须站在别人位置上去想，那是看别人较自己为重的一部份。我问自己：「他们要我对他

们做些什么？他们希望我如何回应他们？」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便可让上帝介入那环境去做

点事情。当我用这个方法去对待他人时，我曾经看见上帝作出那美好的事。 

全心地祷告 

多年前，我在心中立下意向，我仍在努力让它在我里面成全。那意向是去拒绝谈论别人的负

面事情和批评任何人。你是没有论断的权利，因为我们只得一个审判官，只有一个颁令者。

假若你在说人的坏话，那么你便要受审判了。 （雅4:11-12） 

我相信我们从来不应走在一起去谈论别人。若我发现别人的问题，我不会让他们知道，因为

爱心遮盖许多的罪，我会把它纳入祷告中。 

当我祈祷的时候，我期待事情会改变。我知道如何去相信上帝，而你亦知道如何去相信上帝

，那么，我们便每天都在进步中。这样，我们便可期待大山会被挪开了。 （可11:22-26） 

在祷告中，我的意见不须时常与人一致，而你的意见亦不须和我的一致。若你在你丈夫或妻

子、孩子或邻居身上发现了问题，为这些问题祈祷，与上帝一致，以方言祷告。我是一个用

方言祷告的拥护者，你会得着上帝完美的旨意、完美的工作及完美的果效的。 （罗8:26-

28） 

以往，我做事的方法是颇为不同的，我相信上帝已向我展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我相信今天

，若我们各人把这个方法实践出来，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能力进到耶稣的身体（教会）里去

。上帝的爱会大大的彰显，使街上的人也走进来，脸伏于地，希望耶稣进入他们心里。如耶

稣说：「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他们都看见上帝的爱在衪的子民当中。」 

爱心与关怀 

不因为一人在一所教会聚会而自己却在别的教会聚会而使我们有什么的不同，我们有同一位

耶稣，我们有同一位上帝，我做事的方法与某些人不同，但我不会逼使他们行我所行的或批

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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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忧虑，上帝对我们所行的还没有完结，衪每天仍在走动、工作和爱着。当我们在生命中

为主多建造一个地方，衪便会将我们拉近并把事情成就的。衪渴望得着我们，而不是要重罚

我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一对夫妇走在一起是因为以往他们是以武力使对方屈服，而说出：「你

将成为我的妻子。」或「你将成为我的丈夫。」 

相反地

，这才是一个男子娶得妻子的方法：「我希望成为你的丈夫，我爱你，我关心你。」同样地

，耶稣希望成为我们的主。衪爱我们，衪关心我们－如此的大爱，衪为使我们得着生命并活

得丰盛，而献上自己。衪寻找我们，并每天把我们拉到衪面前。 

每天，我都发现我生命中有些地方，仍然停留在一个又小又暗的储物室里，圣灵会走进来把

灯开着，衪永远不会忿怒地说：「立刻离开这里！」却以爱心温柔地说：「那样不会帮到你

的！」正当光要亮起时，我想：啊，上帝，宽恕我，是我错了！  

衪不用差一个先知来告诉我：「你生命中出了乱子。」那信息是给那些对上帝和衪的道已硬

心的人的。 

感谢上帝赐我一个可爱的妻子，因为妻子是我们的至亲，她们能看见我们所有的黑暗角落。

我为拥有一个

能替我祷告而不是絮语不休的妻子而感谢上帝。让我告诉你我会如何对付这些人，我会替我

的妻子祷告，她又替我祷告，我们都会为对方去代祷而原谅对方。指责和攻击就会减少，愿

上帝赐福！ 

祷告是有力得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应开始彼此代祷。若我们看见别人的错失，我们就不期

然地去想：「我有解决方法，我会去告诉他们。」可是，骄傲经常会成为我们的动机。那不

是帮助，而是骄傲。我们需要被上帝的灵带领。 

有时，我们告诉别人那些上帝向我们展示关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有时，我们并不作声。愿主

引领！祈求衪帮助你。 （雅1:5-7） 

根据新约记载，没有人从主带来话语（那是来自主的话语），除了那已在听者心里的。我所

做的是去证实上帝放在人心里的是什么东西。这是重要的。换句话说，上帝以某种方法去对

待一个人，然后又以话语来引证它，这话语是鼓励和坚固人的。我没有看见上帝走近人身边

，然后说：「你正要灭亡了。」除非为竖立更好的建筑物，上帝是永不会拆 的。被压伤的

芦苇真的不会折断。 （赛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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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可以砸裂石头？ （我称固执、反叛的人为石头。）上帝就可以。 （诗18:22-27） 

你却不能砸裂或改变它们。 

我发觉若人自愿让魔鬼进入他们的生命，我是没有能力驱走它们的。耶稣自己没有到处呼召

人来信衪；衪让衪的光为上帝而发，而谁需要帮助的，便走到耶稣跟前。唉，但那些活在魔

鬼国度下的人们，有没有走来呢？ 

你不须告诉人：「好，将你的生命摆上吧。」上帝的灵是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要分担和帮助

他人作出改变的。这是为什么你会看见，人们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走向祈祷行列去寻求帮助

呢。有时，人会变得苦恼：「我不想到那里去，不知别人会怎么想的？」谁理会他们想什么

呢？ 

用爱伸展出去 

一次，我为一个人祷告，上帝给我看见一棵洋蓟。（我并不喜欢洋蓟－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给

它们一个机会。很多时，我们憎恨某人或事是因为我们不曾给予他们一个机会。你总不知道

，你可能会爱上他们的。以前，我妈妈为她所煮的食物说：「试试看，你或许会喜欢的。」

） 

在这个例子中，主正在替一个洋蓟削去它的外层直至中心。衪在人的生命作着同样的事，衪

正削去他的外层，因它没有太大的价值，然后衪向他的内心推进。衪这样做是因为衪要用衪

的临在、衪的圣洁及衪的神性去充满那人，然后上帝的力量便能进入。 

我们必须除掉所有的帕子，或那尝试去遮盖上帝完美工作的真正果效的自我。我们必须放下

忿怒、恐惧、恨意、疑惑、争斗、要求别人满足自己的完美主义或把自己的重要性凌驾于别

人之上而使我们可以突出自己等的倾向。 

若我们定要拆 别人，你根本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你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没有安全感。当我

认识到上帝是在我里面而我是圣洁的，我便得着能力，我拥有上帝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我是

非常独特和蒙爱的，我不须到处的去拆 别人。 

你明白那是如何发挥功效的吗？主对你的爱比你想像的多。当你看见其他人（信徒或未信者

），你应该看见谁？ 

…耶稣。加拉太书6:10节告诉我们要对众人行善，尤其是对信徒一家的人。我们要以爱心对

待每一个人，是因为上帝也是以爱心对待每一个人的；衪让雨水降在义人身上，也降在不义

的人身上。衪同样的爱每一个人－上帝是不偏袒的。 （太5: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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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爱我不会少于衪爱你，我为此每天的感谢上帝。帮助他人不会叫你变得自负，它说：「

我会把我的爱延展至那人身上，就在他们那里。我会接纳他们现有的一切，我不会尝试改变

他们。我会爱护他们，而上帝亦会在他们心里动工。」我不会责备他们的言语或行为的。 

人对待自己是够严厉的了，不要说我的到来使事情变得更差。有这么多我相信上帝的灵正使

他们退役的果子检察员，现在请听我说，我是没有责任到处检查你在主里的属灵果子的，若

任何人会这样做，我便这样做。上帝已在衪的事工里委派我作一个职事，那就是监察了。 

你会发觉上帝也让你知道，你如何运用衪早已赐给你的权柄来使你得着衪的果效。耶稣，为

你对那些被击打和受伤害的人的恩慈感谢你！他们用不着别人对他们说：「你看，我先前已

告诉你，若你作出你所作的事，麻烦便会出现。」 

看看这句句子中的「我」字，你便会明白那颗心确实是在那里。那不是上帝的爱，因为上帝

的爱说：「你就在这里，我爱你，让我们带你离开这里吧。」你们收拾后便一起继续前进。 

我不会 谤其他的牧师或事工，我亦不会 谤你或我自己，因为我并不相信 谤这回事。上

帝禁止人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便会限制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和力量了。 

由恐惧中释放出来。你可在上帝赐给你生命的时日大声呼喊：「我由恐惧中释放出来了。」

而我相信那至少有70或80年（诗90:10），或无论耶稣何时回来。当你由恐惧中释放出来，你

便可看见上帝照耀的光正从你面上发出。你不需自觉，因为你知道耶稣已为你成就了，衪把

你的恐惧除掉。 （诗34:4-6） 

若你每天践踏同一株花，它是不能开花的；人亦不能在信仰中成长，若我们经常去批评他们

，及对他们说他们的信仰在某处出了问题。将时间专注在他们所做那已取悦上帝的事情上。

当我经常这样做的时候，上帝是会看顾余下所有事情的。下一件你知道的事情，便是一朵向

着上帝荣耀长成的美丽花朵－衪的话语，衪的巧工。 

「神召我们，我们原是衪的工作。」（以弗所书2:10） 

我们是上帝的巧工。我确实希望有一天我在上帝的跟前站立，祂带着爱意的看着我，说：「

孩子，你真是爱我的子民，你以爱活出及宣讲我的真理！」 

我不相信上帝的工作能被搅扰。它会被我们的不顺服拖慢，但腓立比书1:6节说：「在我们里

面开展善工的是上帝，当我们趟开心扉让衪进入时，这善工得以完成及完美也是上帝。」我

们要使自己不成为上帝的阻拦；我们要叫我们一切的固执和悖逆消失；我们要打开心房让上

帝的一切进去，然后去得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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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看见一个弟兄或姊妹跌倒在路旁，跑回去，跑回去，跑回去。若这表示回到那里并帮助

他们，请立即去做，好吗？你不是对信仰作出妥协，而是使你的信仰发挥果效。信仰是怎样

发挥果效的呢？发挥信仰的果效是用爱的。（加5:6）爱说：「我不会让人跌倒，我正要与他

们站起来。」信徒与非信徒也是一样，上帝是爱衪的子民的。 

有时，人跌倒是因为他们自愿选择悖逆上帝的话语。我们及上帝都不能帮助他们，直至他们

立意去顺服上帝。我们不能照顾他们，但我们可为他们祷告及不要放弃他们。若他们不想见

到你的面，尊重他们的意愿吧，但不要放弃。 

不要干预 

有两个人来到耶稣跟前，其中一人说：「主人，我想和你到我的兄弟那里，帮助我们分我们

所得的遗产。」耶稣望着他说：「谁任我作你们的审判官呢？」换句话说，「你和你兄弟正

做的事与我何干，回到你兄弟那里，你二人私下解决吧。」 

箴言26:17节这样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很多事情都

只是人私下的事，与别人无关的，不要被卷入别人的漩涡当中，不要做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把自己牵涉入与你无关的事情里。 

你会将这事传开去吗？ 

「某人做了这事，你是否知道呢？」说长道短是一个魔鬼的伎俩，成为属灵的障碍，也是妨

碍上帝工作的阻拦。 

下一次，当我们留意到一些关于别人的消息时，我们该怎么办？祷告！你从来有没有感到诧

异为何耶稣说：「你们有耳的就当听，让他们听！」我不愿任何人读完这本小册子而没有「

听见」写在这里的信息－不单只听，还要把它实践出来。 

我们正面对的是上帝的真理，鉴察你们做得对与否，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去传达，然

后，你们的责任便是把你们所听见的实行出来。 

上帝的爱使人改变 

当你看见别人的过失便应该祈祷，然后每天因你可为别人代祷而感谢上帝。这就是那爱上帝

的信仰发挥作用了，你是会看见果效的。我们曾经替人代祷，因为我清楚你们也这样做过，

而不需良久他们已在主里成长起来，他们甚至不知有人曾为他们代祷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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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把人拉近衪自己，而衪所用的方法是我们永远不能想像的。当你向人实践你的信仰那一

刻，或祈求上帝的能力进到他们的生命里时，上帝便开始感动他们、爱护他们和改变他们，

祂开始将他们拉近自己。 

可是，改变并不是重点，上帝的爱在我们之间流通才是重点。改变是会出现的！因为，那些

被上帝感动的人将会得着改变。 

很多人进入婚盟是希望他们会改变对方，但当人知道这只不过是你自己的意愿时，他们是不

会改变的。若真的有任何改变，就只是他们的老我变得更加牢固罢了。若我们所爱的正是他

们的现况，上帝便会由内里作出改变，而甚至他们亦不察觉所有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因为它

是这么奇妙的）。他们会想：荣耀归与上帝，上帝为我做这一切，我是这么感激。上帝的爱

发挥了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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