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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徹牧师的见证 

（于 2006年 6 月 25日，教会暑期圣经训练营） 

 如何遇见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而成就果子（编写 36课门徒培训教材

的心路历程） 
 

凡事要用祷告来做，回复祷告多少，等于成圣多少，祷告是成圣的测度计，并不是外表的行为。

祷告是遇见上帝的人所做的，做工的时候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仿佛是一直摸着主耶稣的手。

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凡事用祷告寻求感恩，常常祷告寻求喜乐的理由，而不是说要喜乐、喜

乐，要看见喜乐的理由，看见上帝的爱在那里，祂的爱充满宇宙万有，我们要与神谈恋爱。我们

用祷告来夫妇生活，用祷告来吃饭，用祷告来养育孩子，智慧就充满；用祷告来做工，更有果

效；用祷告来散步，整个宇宙万有都充满上帝的荣光，这是何等喜乐的人生！上帝的丰富、全能

都能看得见！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感到上帝用全能的手保护我，上帝的能力更大地彰显出来，这

是保罗在监狱里所经历过的。若我们能享受祷告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事！ 

那问题是什么呢？是还没有遇见神，如果遇见了白马王子，恋爱的心就会发生。问题是，许多信

徒已蒙恩得救，也饥渴慕义，你看他是上帝爱他得不得了，但他自己还没有看到上帝，没有办法

享受。下面的见证都是我生命的经历。 

我非常想见上帝，因我心中知道上帝是活着的，我非常想遇见这位活着的上帝。我的眼光很敏

锐，不是看见什么就能马上接受。在教会里看人，我常常这样分辨：这人是真的基督徒吗？或是

假的？有的人做崇拜时没有一点感动，崇拜也是祷告，崇拜时睡觉的人有，看报纸的人有，看周

刊里每一个字的人也有，这都是崇拜没有成功的人。我知道这个人还没有遇见上帝。但教会里偶

尔会有些人很不错，叫我很羡慕。他们会说今天早上祷告时上帝跟他说了什么，昨天晚上梦中遇

见了上帝。大部分比较热心的、寻找上帝的人的见证叫我很羡慕，但问题是我不能经历。我身上

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啊！。他们见证白天做工时遇见了上帝，晚上睡觉时耶稣基督穿着白袍过来，

摸着他的头说“我爱你！”。但是我生命中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啊！听到这样的见证时心里很

羡慕，但心中产生更大的矛盾：我是不是还没有得救啊？他们都经历到了，为什么我不能经历？ 

我默默地观察他们怎么经历上帝。我看见他们是奉献多的，所以我也多奉献，但是没有发生。再

默默看，他们的生活很干净，圣洁，我看自己时真的很肮脏，所以我就多洗澡、祷告，祷告时也

不能坐下来，而是跪下来，按照他们的方式。他们去祷告山洞祷告，我也去；他们禁食祷告，我

也禁食祷告，一样地没有消息。所以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一个难过！我非常羡慕亚伯拉罕，有一天

上帝在美索不达米亚迦勒底的吾尔向他显明，在哈兰的时候再次向他显明，到迦南地时上帝继续

向他显明；我羡慕摩西，他在何烈山时上帝向他显明；我羡慕大卫，大卫在作牧童时就遇见了上

帝，享受上帝一切的能力，我羡慕他们。我生命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我就说：“主



啊，只要能让我看你一次，就让我看一次！那我和我全家就全部摆上给你！”我好几百次这样祷

告了。 

有一次，韩国的大学生基督团契（Campuses For Christ）召聚全国 3000 名大学生到一个岛屿聚

会，当天晚上金牧师（Dr. Kim）分享他的见证时我流泪了。他讲完道后，几个跟我同龄的年青人

上台去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上帝，我心里真是疯了！为什么我身上没有这样的经历！当天晚上我有

一个伟大的决心：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睡觉，要通宵祷告直到见主，若是主不给我见到祂，我就死

在沙滩上！我一个人跑到海边的沙滩上跪下来，喊“主啊！主啊！…！”，大概喊了一个小时之

后，声音都沙哑了，“主啊！…!”然后就打瞌睡了，睡着了，再起来，“主啊！主啊！…！”，

到凌晨 5 点，帐篷里睡觉的大学生都出来凌晨祷告，我却完全成了一个失败者，疲倦得不得了，

进到帐篷里开始睡三天觉，三天我都不参加聚会了，这是很残酷的经历。 

很久很久以后，在 1989 年，有一天我读经时突然有一个感动，想起圣经里的话：圣经里的话都是

耶和华上帝口里讲出来的话，这个“话”创造了宇宙万有，神说有光就有光了，神说怎么样就怎

么样了，创世纪里有 13 次神说，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就这样

一句一句地继续想起来。后来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我的时间表到了，上帝叫我遇见祂，那是遇

见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 

我继续想起圣经里的话，“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的话在

人的心灵里作工，人心中的隐秘都会显露出来，神的话作工时，人的骨髓、骨节都能刺入剖开。

我明白了为什么聚会听信息时，人 30 年、20 年的疾病都会挪开。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有机会

听、读、信而遵行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话一笔一划也不会废掉。 

我的思想继续发展：亚伯拉罕、摩西是我那么羡慕的人，上帝找他们时跟他们讲的话都在圣经里

面，上帝跟他们讲的话原来我都知道，换句话说，原来我都听到了，那今天我所听到的上帝的话

多呢，还是亚伯拉罕所听到的上帝的话多？我的心一下子欢喜快乐起来了！原来我所听到的、认

识到的神的话和四千年历史上所看到的上帝的作为是很多的，圣经说，没有看到而信的人更有

福！看得见、听得见的上帝已经是第三空间里的上帝了，是已经被限制的上帝了，但是上帝是比

整个宇宙万有更大，整个宇宙万有都充满了祂的同在、能力和神性。所以，以一个小的样子来向

人显明的那位上帝是比那个大过宇宙万有的上帝更没有水准的。叫我们真正享受的上帝是无限的

上帝，超时空的上帝，早上也是，中午也是，晚上也是。原来我们所经历的上帝是更有水准、更

有能力的上帝。这个认识对我的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继续思想：原来上帝的话语是要见证一位君王的，是为祂的子民的，为我的，祂也是用祂的话

来建立国度的，藉着祂的话天国才能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的。整本圣经是讲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

在地上时，祂讲了圣经的重点、优先程序和构造。祂在讲登山宝训时、每天跟门徒们在一起时、

在最后晚餐时的讲道最长、最详细，有着最重要的意义，是一个整体的祷告。在两个门徒去以马

忤斯的路上，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耶稣基督跟他们说明圣经是怎样见证祂的，摩西的律法书、诗

歌书、先知书是如何指着祂所讲的，如何都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成为肉身，象我的

样子来过世界。在世上时，祂的眼光、思想跟我的眼光、思想一样，当然我比耶稣基督差一点，

因为祂是上帝，是神子，也是人子。祂所讲的话我听到了，信了，原来是“话”成为我的样子今



日住在我里面！从那时开始，我看重我的心怀意念，我的心怀意念里的思想是上帝的，这位就是

上帝了，这么地重要！ 

我思想：原来上帝是个灵，藉着道成肉身，用耶稣基督的样子来，我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子被造

的，因此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是用我的样子来过这个世界。耶稣基督在地上时，祂随时仰望上

面的时候，祂就能够听到上帝。彼得软弱时，祂就想到说，“父啊，这个调皮的门徒该怎么

办？”这时上帝就借着给祂感动。我现在在地上时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各位小心听，并不是说

我就是耶稣基督，那是异端中的异端），我心灵里有圣灵的工作，我心灵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房

间，那就是至圣所。当我想到什么事，就马上想起神的话，想到我的太太时，我想起神的话；想

到我的儿女时，我想起神的话。还没有想起神的话之前，我的心是忧虑的，是挣扎矛盾的，但是

我一思想神的话时，信心就奇妙地产生出来。为什么会产生出来？有的人听到神的话时，就批

评、疑惑、反对，但是奇妙地，我听到神的话就信了，点头了。遇到什么事时，就想起神的话

来，继续得到信心。祷告之前有点难过、忧虑，祷告当中我求主的答案，心里就平安交托。原来

圣经所讲的圣灵的能力就是这个了。从那时开始，我知道上帝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就是圣灵

的殿。我遇见上帝是这样遇见的。 

从那时开始，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了。那时，我是宣教士，读完了神学，

我认为我认识很多神的话，但是我发现，我虽然认识很多神的话，也点头了，却从没有确认过，

神的话没有成为我自己的，是我的心路历程上没有经历过的。圣经说：“你们将来会看不见我，

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我以前是，“对啊，这是五旬节发生的

事…”，这样认识而已，就这样过去了，不懂得确认圣灵降临了没有。圣经里又说：“那时圣灵

来了，你们会看见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们都在父里面。”，我认为我懂了这句话，

但是从来没有发现基督住在我里面。如果老师问我基督在哪里，我会说基督在我里面，也坐在宝

座的右边，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基督在我里面的话，我会这么地惧怕吗？这么地软弱吗？

这么地贫穷吗？这么地贪心、嫉妒吗？这么多的矛盾吗？那时我才发现我是很迟钝的生命。我现

在才发现上帝是故意这样安排，叫我成为最迟钝的，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是最小的，比最小

的还小。我信主十五、六年之后才了解。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圣经讲的话是不得了的话，我真的是

被骗了。这个属灵的问题是何等地严重呀！ 

圣经说：“那时，你们所要讲的话，我会指示你们。”我从来没有懂得用。“你们奉我的名求什

么，我必给你们成就。”这句话是何等大而奇妙的话！这是应该要经历的。但是只是了解那句话

而已：“对呀，耶稣基督是上帝嘛，奉祂的名祷告祂必定成就，祂必给我应允吧？！”。但事实

上，奉祂的名祷告不是祷告之后才蒙应允，而是祷告之中就蒙应允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这么重要的话我都不懂得在生命中经历。

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与你们同在；我把这个权柄赐给你们了！

信我的人必能奉我的名赶鬼，讲出新方言，手能拿蛇，就是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放在病

人身上病人就会起来。”。这么重要的话我认为是对使徒们说的，使徒们才能做的，跟我无关。

这样地误解了。“所以你们无论到哪里去，先要得着这个权柄，用这个权柄来事奉。”。那时我

才了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差派 12 个人时，头一个做的是先给他们权柄。耶稣基督差

派我到家里，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差派我辅导一个人，探访一个家庭时，最重要的是权



柄了。但我这么迟钝的生命不懂得这个奥秘，所以没有办法好好地治理孩子，好好地掌握太太，

也不懂得怎样爱她，为她牺牲。主所讲的许多话跟我的生命不太有关系，明白这个奥秘后我哭

了，昼夜不分地哭了一个月，我被骗了，我信主十五、六年的日子真的被骗了！那时我才懂得，

以前我是努力要祝福我的太太，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和弟兄姐妹，却不懂得使用这个权柄，不

懂得运用祷告的能力，不懂得察验上帝的时间表，不懂得察验圣灵的工作，只是硬硬地传“信就

是天堂，不信就是地狱 ！信不信由你们！”，不懂得看人的表情，不懂得察验圣灵有没有动工，

他的信心有没有慢慢成长。甚至有时带领聚会时，有十五个人，十五个人都打瞌睡了，我还是继

续讲，最后我也打瞌睡了。这样的事工虽然开始时人多，后来人就少了。我常发现这样的事。 

主说叫我们到地极去做见证之前，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有些人一直等

候，“圣灵什么时候降临，什么时候降临！？”开口叫“快来，进来，进来！”像我过去一样，

他还不懂得圣灵已经降临在他身上了，他已经跟世界分别开来了。耶稣基督说：“你们去使万民

作我的门徒之前，我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们了，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同在是什么？知道什么是同在的人才能使万民作门徒嘛！用什么方法？用父的奥秘，子的奥

秘，圣灵的奥秘给他们施洗。施洗的意思是叫他们重生，叫他们认识重生的确据，从真正地遇见

上帝开始以神儿女的身份生活。不是像摩西那样遇见上帝，而是遇见那位超时空的、掌管宇宙万

有的上帝。我遇见上帝之后读圣经时，句句话都活过来。有人说：“牧师，你读圣经时，什么说

明都没有，读了就有力量！而有些人读圣经我就想打瞌睡，差别在哪里呢？”我预备讲道时，一

直想起神的话，我知道这是圣灵的活的工作，圣灵继续摸着我的心灵，我知道了神活着。所以有

时我就宣告说：“今天晚上，神大大地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一句话都是一样，但是黑暗势

力就挪开，被鬼附的就得释放，瞎眼的就得看见。圣经说，你被差派去你的家庭之前，要等候得

到圣灵。你还没有跟家里人说话之前，先要得到圣灵，凡事要靠圣灵而做。我以前那么热心事

奉，热心奉献，什么都做了，但是最重要的那些话我不懂。我一直以来的信仰生活是要像神的儿

女，但圣经说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世界的光！我的家庭就是神儿女的家庭，我就是尊君的祭

司。并不是说你我到 50 岁知天命的时候才成为尊君的祭司，圣经说连小孩子信主的人都是尊君的

祭司。因此我的家庭是皇宫了，我的家庭是圣殿了。我以前是努力要爱上帝，眼睛打开之后我完

全改变了，我是努力要得着祂的爱的。 

遇见主之后我什么都改变了。以前我努力要遵守法度律例，蒙恩之后我才发现律例法度是给我自

由的，我不是为遵守律例法度而存在，而律例法度是为了保护我、服事我的，好叫我不被魔鬼撒

旦捆绑，好叫我因而得更大的自由的。“你们当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律例法度

把我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发现耶稣基督宝血的时候，完全地得着自由。以前我是问题来的时候努

力忍耐，圣经也说叫我们忍耐，我完全误解了。蒙恩之后，问题来时我善用问题，神使万事互相

效力，叫神的儿女得益处、得祝福，是神要借着问题坚固、使用神的儿女的。没有一个神的仆人

被使用之前没有经历过问题，像约瑟、大卫。大卫成为以色列王之前，上帝一直把他放在精炼的

火湖里。以前我是要努力地祷告，蒙恩之后我不是要努力祷告，而是要努力得着的。我发现祷告

之前和之后有很大的不同，祷告带来极大的转变和果效。从那时起我发现了非祷告不可的理由，

动不动就喜欢祷告。问题来的时候，不是一直在那里想那个问题，而是要赶快来到祷告的祭坛，

懂得得着了。以前我是努力地要传福音，但蒙恩之后不是要努力地传福音，而是要把活的上帝正

确地介绍给人，叫他们好好地“玩”，从那时开始事奉很容易。 



我真的遇见了活的上帝，整个宇宙里面有上帝，我的生命里有上帝；看得见的里面有上帝，看不

见的里面也有上帝，因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祂所造的，祂也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到处随

时都可以呼求耶稣基督的名。祂说：“你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上帝从来不休息，继

续跟我说话，在我所做的凡事上引导我，甚至在我还没有做之前上帝就已经说话了，但是很多时

候我没有听见祂的话而做了。上帝二十四小时跟我讲话，叫我二十四小时听，随时不住地祷告，

上帝不住地跟我们讲话，所以叫我们不住地听。从那时开始我懂得怎样祷告了。祷告有两种：一

种是不根据对神的正确的认识而追求神秘的祷告。上帝是已经把世界的未来、我的未来向我显明

了。我读圣经时必定靠圣灵、按着精义来读：上帝原来是叫我成为“多国的父”！这是真的呢！

叫我将来可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中国，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圣经是这样讲的！原来上

帝把我的未来全部告诉我了。上帝不但给我看未来，祂还随时给我成就祂给我的图画异象所需要

的能力和智慧。我所需用的一切主都给我：钱财、健康、信息、遇见、教会等等。从那时开始，

神给我四大福音化的异象：“四大福音化是你的未来，是我借着你的一生要成就的事。”从那时

开始，我一生的目标是天天多认识耶稣基督，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天天多像耶稣基督来生

活。以前，太太不对的时候，我是要忍耐忍耐，但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回复四大福音化目标后，

太太软弱时，我反而更会帮助她，因为我生命的目标是要帮助她，安慰她。照顾孩子也是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东西，神的话都活过来。这样生活 10‐15 年，生命里有许多证据之后，

我又发现一个重要的奥秘：我发现我将生命里所得着的传给别人时，在他们身上一样有果效，他

们也能够赶鬼，能有权柄地生活，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人人也都会喜爱。从此，我更是进到里面

去，我的生命生活真的变得很单纯，整天思想神的话变成我的嗜好，生活中我最喜欢独处，把我

跟上帝交流时想起来的话整理出来，变成我的嗜好了。 

我又发现一件事：上帝与我同在，我已经认识祂了，遇见祂了，祂的应许、祂的定见我都接纳

了，也已经与祂立约了，但是奇妙的是，就是没有有心时马上就都忘记这些了。因为有时代的异

象，我需要与很多人见面，问题马上就来了，我的生命很快就被黑暗势力攻击，我明白了原来有

一个黑暗势力是逼迫我的。所以我就努力要保守心怀意念。圣经说，你们要努力保守心怀意念，

因为一切的宝贝、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的心发出，比任何事情更重要的是要保守心怀意念，昼夜

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不要使祂的话离开你的口。我真正地知道了随时不住祷告的理由。再看时，

发现所有人的问题跟我都一样，就是常常忘记上帝，常常不安、惧怕、忧虑，我发现万民的问题

都跟我的问题一样，常有肉体的事，担心肉体、疾病死亡的事；常有家庭问题、夫妇问题、儿女

问题，经济问题，到处都一样，天天担心的都是超过自己的能力的问题，买了大房子后担心，为

此那么宝贵的太太、丈夫彼此逼迫，彼此折磨得很厉害。屋子重要还是丈夫、妻子重要？我看全

世界的人都是疯了。圣经所讲的话我真是了解了。那时候，我在东南亚、韩国、美国到处都跑，

我的眼睛已经明亮起来，在我的眼光里，教会、礼拜堂里的无神论者有 80%以上。更糟糕的矛盾

是崇拜过程中的植物人，我去的每个教会都有此问题。谁说李牧师是常常批评教会的？我是爱教

会的，才讲这样的话！人家逼迫我，我还是要讲。耶稣基督说，你们圣殿上的石头必不留下一块

在另一块石头上，我要全部拆毁，重新建造。我心里充满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了，但是我不

是耶稣基督，不敢这样讲，不敢这样做。但是真的，圣殿里的人都做生意，换钱，耶稣基督整个

地把赶他们出去。现在教会的问题到处都是一样的。有人说，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怎么能跟现在

的基督徒比较呢？现在的基督徒还是信耶稣基督的嘛！没有错，但是你不是真地认识耶稣基督，

你崇拜过程中的植物人是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一样的。我心里对魔鬼撒旦有很大的愤怒。 



有异象宣教的教会问题更多，没有异象的教会反而没有问题，他们见面时都是你好吗！我好！客

气，这个多吃，多吃！彼此非常要好，没有问题。甚至有的教会固定 50 个人，不喜欢别人加进

来，他们 50 个人太好了！好像没有异象的教会反而没有问题，依我看他们完全是死的了。如果耶

稣基督今晚在这里，祂会讲更严重的话。父的家庭，祷告的殿，全部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异象、

没有事奉的人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看电视没有问题，打高尔夫没有问题，大概大概赚钱没有问

题，大概大概主日去拜一下没有问题，人家是去拜关公，他是去“拜”耶稣。我眼光打开之后看

到这个时代的教会矛盾真的很多！有异象的使命者更糟糕，不是因着自己的事得了精神病，而是

因着别人的事得了精神病，这样的人对不对呀！李牧师是批评教会的吗？我知道这个时代上帝给

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也有惧怕，被杀害的危险也是有的，将来事工更发展的话会有这样的事，我

是咬紧牙根，要跟那个在教会里、在信徒生命里动工的黑暗势力打仗的！各位真的需要为我多祷

告，各位真的要支持我，各位不给我权柄、力量、安静、圣灵充满的那个能力力量的话，怎么能

打仗！每个教会的牧师形象都不一样。有的教会牧师很可爱啊，“我是小小的教会，我是小人

物，我多扶持主给我的羊群，昼夜照顾他们我就满足了。”感谢赞美主，这样有前辈的心也是很

好的，不是不好。但是上帝给我的使命是要跟黑暗势力打仗的。“你怎么知道上帝给你这样的使

命？”我看到了嘛！看到的人怎么能够不会有这样的使命呢？人子以西结看到枯枯干干的骨头的

时候哭了嘛！看到的人是有使命的。当我蒙召时，梦中我打了整个的大龙，满山都是中龙、小

龙，全部都是身体分截了，口里继续吐出分给别的龙，这是我奉献时作的梦。两三年后，当我成

为一个华人宣教士时，才知道原来华人是龙的后裔呀！我知道我要打什么仗，殉道也是有可能

的。我知道主给我的牧师形象。我也愿意客气一点呀，谦卑一点呀！就是一个小的教会，30 个

人，我一辈子牧养他们，吃饭是没有问题的，用人的话来讲是这样的。但是主已经给我看到了这

个时代的教会那么多的矛盾。越有异象、越想事奉的教会，圣徒矛盾更大。所以看到的人是有使

命的。 

今天早上，一位宾州来的姐妹问我：“牧师，我怎么知道上帝呼召了我？”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样

子心里有愤恨，象摩西一样，想要拯救他的子民而被赶出来。那样的心在你身上的话，你就是蒙

召的。第二，更美好的蒙召是，你有这样的心志传福音、照顾人、带小组时，看到很有果效，得

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你的话，你是已经遇见上帝、认识上帝的人，懂得自己的生命和上帝的生命配

合的人，有这样的能力的人，你是非作牧师不可的，如果你不作，你会死掉的。这个叫使命。已

经懂了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要灭亡、天天进到地狱里的，我们还不懂得上帝是谁，还不懂得跟上帝

谈恋爱，不懂得怎样看见活的上帝。不懂的时候还可以，就是每个主日来“拜拜”耶稣就可以

了，但是知道了，各位来了这个何烈山上，来了这个摩利亚山上，上帝已经跟你讲了，象在何烈

山上跟摩西讲：“你要回去拯救我的子民！”那我不能，我不能！但后来说还是顺从吧！阿们！

然后回去了不做，问题更大！各位现在坐在这个恩典的场所是各位的福气，但是遇见上帝之后，

继续不做，问题可大了！我不是威胁各位的，而是要祝福各位的。我生命里都已经经历了，我是

非做不可的人，对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要象摩西一样，摩西的权柄是我需要的。各位要为

我祷告。我一生是绝对不会为我自己什么来活的，各位认识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吗？我是为什么

活的？各位有四天在这里，叫各位做各位会做吗？早上四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可以做吗？预备

了很多讲章，就是读嘴巴也会累的。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不被圣灵恩膏的话，是绝对不能做的工

作。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Ok， 权柄都给牧师，你做！我们会支持你钱，支持你什么都可

以！不是这个意思！给我力量，给我权柄，一起参与！一起参与一起走！一起学习耶稣基督！牧



师在前面的时候，各位也要开小组，开妇女会，快快要做的！这是上帝的指示嘛！牧师都讲了，

不做的话怎么能够给牧师权柄呢! 

从那个时候，我又发现另一奥秘：祷告是很重要，祷告的时候什么都亨通、什么都丰富、什么都

得着，遇见上帝的人是要祷告的，但没有遇见上帝的人或不与上帝同行的人祷告反而是更矛盾

的，是不能按照上帝的美意祷告的。上帝继续讲你要拯救我的子民，你已经听了上帝的话，然后

却不做，你怎么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呢？比如说，摩西在何烈山上得着了使命回家了，在家里摩西

怎么祷告呢？他祷告喊主的时候，就想起上帝给他的使命，心中就被控告。上帝的话是绝对的，

上帝是全世界里面最固执的，上帝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听到上帝的话的人真的要用正直、敬畏

的心来领受。一直到你做之前，你的心一直会不平安，所以不能祷告。有人说：“牧师，我在家

里很好！我自己一个人跟上帝祷告很多！”我心里的话不能都讲，如果是耶稣基督的话会大骂他

一顿，假冒伪善的人！不可能的！看一个人有没有多想与主谈恋爱，多想来朝见父，多想跟弟兄

姐妹们在一起，这些根本就没有的人怎么能够会天天口唱心合地赞美主，然后把人带到主面前

呢？不可能的！我知道他根本没有祷告，祷告的话，圣灵的感动是叫你不来教会吗？哪有这样的

圣灵呀！ 

今晚我真的想坦白一点，我们用整个的生命来检讨。所以说祷告之前遇见上帝是很重要的。我把

所发现的遇见上帝的整个过程整理出来就是 36 课了。还没有遇见上帝的人来分享 36 课时大家都

会打瞌睡的，连你自己都还没明白，你继续反复讲，是没有办法会说明的。36 课是帮助人遇见上

帝的。 

圣经里有很多话，我原来以为我认识、我懂，后来发现我没有懂，我真正地懂了之后整理出来就

36 课了。我发现圣经里面原来有一个骨头，这个骨头要连接、建立起来。人子以西结看整个旷野

的时候，旷野遍满了枯枯干干的骨头，谁的骨头是谁的都不知道，哪一个手、哪一个头要连接在

一起都不知道了。这样的情况里面，那个枯枯干干的骨头怎么能够祷告呀！不可能的！所以必定

要把那个脉络、那个骨头连接建立之后，再在骨头上添肉才能够遇见上帝，才能够与神交通的。 

圣经说是上帝来找我们的，上帝用圣经来找我们，要与我们交通，与我们同行。上帝用整本圣经

来找我们，叫我们喜欢跟祂谈恋爱，喜爱与祂交通，与祂同行，然后成就祂要成就的，除了这个

以外还有什么？这就是 36 课的信息。 

36 课的第一部分是福音五课；第二部分是基本二十课，第三部分是医治十课。 

福音五课的第一课是问题。36 课强调的、整本圣经强调的人的一切问题是没有与神交通、没有与

神谈恋爱，没有与神同行，没有结上帝的果子。带领 36 课的人每次要带着这个眼光来分享。我们

教会的信息最重要的特点是以马内利信息，上帝整个的工作是以马内利，开始是以马内利，末了

是以马内利，过程也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运动是会带来传福音运动的，真的遇见上帝的人怎么

能够不讲呢？不可能的！但是传福音运动是会带来枯干的，带来很多事工者之间的矛盾。 

人一切的问题是没有看见上帝，没有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为什么呢？因为人时常自动地变成肉

块，肉块(meat)跟肉体(flesh)不一样，很快地人就看不见神。创世纪第三章讲了这个问题。看不见

上帝本身就是罪，上帝现在要走这里，你却要走那里，这个叫罪。上帝是去这里帮助人，你是去



那里帮助上帝的仇敌，就是罪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有欺骗者。人所有的问题就是

这个。各位家庭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叫人遇见上帝，叫人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为什

么耶稣基督能够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是把神的道带到肉身来的，耶稣基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

道路，赐给人新造的生命，让人成为义；耶稣基督带来了圣灵，耶稣基督里什么奥秘都有。 

什么叫重生？以前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现在看到了；以前没有心找上帝，现在有心找上帝了，因

为圣灵进来了，愿意学习怎么样与神同行，愿意来参加聚会，有新的父亲、新的弟兄姐妹了，有

新的生命了。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人常常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我好像还没有得救，我还

没有重生。”问题是他还没有得着重生的确据。要得着这个已成为神的儿女的确据，才能呼叫

“阿爸，父！”，才能仰望天国，才能开始享受从天上来的各样的能力、恩赐。没有确据的话什

么都不行。所以说福音五课是最重要的。36 课可以叫人很快地遇见上帝，与神交通，与神同行

的。 

第四课是重生之后的“新生命、新生活”，已经得到重生的确据后来与神交通、与神同行就是新

生命、新生活。不是来教会就是新生活，教会里崇拜当中的植物人有很多。新生命、新生活必定

是上帝已经找他了，他也遇见了上帝了，已经与上帝谈恋爱了。新生命、新生活最重要的是需要

神的话、基督的奥秘、主的应许。特别应许是很重要的。若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的末了”，那我不单单要信，还要寻找同在的证据。我心里有同在的证据吗？我家里有同在的证

据吗？我公司里有同在的证据吗？这样寻找、确认的结果会越来越活。上帝说：“我必定会引导

你。”你说：我信你会引导我，这样你才是上帝嘛！不是这样。新生活是我信，所以我寻找祂怎

么样引导我。“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定给你们成就。”“对，理所应当是这样！”不是这

样的！要寻找我祷告的时候应允是什么，应允是怎么样来，这个叫新生活了。 

应许之后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奥秘。要知道圣灵的奥秘才能够与神交通，与神对话。上帝整

个的目标是什么？上帝为什么造我们？为要与我们同行，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成就大事。所以与神

交通的奥秘是 36 课很重要的信息。与神交通非常重要的秘诀是用神的话，认识耶稣基督和圣灵。 

福音五课的重点是福音与宗教的相反。如果他是牧师，你不要因此就认为他是神的儿女，要看、

要确认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写在黑板上）证据；如果他是长老，你不要被骗，要确

认这个（？）；他是祭司长，你不要被骗，当时祭司长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不要被骗，宗教跟

福音有很重要的差别。我不是批评弟兄姐妹或当代的教会，我是批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宗

教。 

基本二十课是基础，是讲 36 课的目的如何地成就出来。 

第一课是重生与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现在已得着了上帝的生命，上帝进来了，可以与神交通、

同行，什么都可以变化了。 

第二课是认识神，认识三位一体的神。你已经认识的上帝是最有水准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

帝。 



第三课是认识自己，你遇见神的同时还要遇见自己，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之后你才会认识你的家

庭，你的工作、你的条件、关系，全部都是上帝所祝福的。 

第四课是建立在神里面的思想体系。若要与神交通，你需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关心、思想，认识祂

的历史观、世界观、夫妇观、经济观、价值观，这样你才能在想到夫妇关系的时候，想起耶稣基

督的夫妇观，你才能与神交通。 

第五课是回复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神的话本身是位格。以前我们还未重生时，我们所遇到的

问题不是别的问题，而是心里没有神的话，反而应用释迦牟尼的话，孔子的话。所以我们要回复

神的话。 

第六课是神的话与我的关系。有了神的话，我才能够与神立约，才知道神的话真的已经进入我的

生命里。 

第七、第八课是耶稣基督的奥秘。耶稣基督是谁，祂怎样活在我里面，我怎样能够享受耶稣基督

最大的权柄和祂已经成就的一切。 

第九、第十课讲的是圣灵，有灵的生命，有灵的活人。圣灵的感动、圣灵的能力是怎么一回事。

你现在若有夫妇问题，你就思想，祷告说：“主啊，我应该怎么办？”10 秒钟以后你得着什么感

动，那就是圣灵的感动了。 

第十一课是神儿女的祷告，不是佛教徒的祷告，不是外帮人的祷告，不是宗教徒的祷告，而是神

儿女的祷告，是活的。 

第十二课是祷告和应许。祷告中最重要的是应许，没有应许的话，你的祷告是不能成立的。你只

是在空中徘徊了。圣经说：我与你们同在。祷告中就寻求同在应许的证据。所以说祷告中的应许

是很重要的。 

第十三课是祷告与医治。以前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懒散，很多问题的。遇见了上帝之后，我与神的

关系使我可以借着祷告来得医治。最重要的医治是，以前我看不见神，现在我看得见。以前是不

安、惧怕、忧虑，现在是平安、喜乐、盼望。这是心灵的医治。没有祷告不能得救，我们得救是

从呼求耶稣的名开始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祷告。祷告叫人重生，祷告叫人宣告，没有祷

告绝对不能得医治。“你们不能得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要祷告来得医治。 

第十四课是祷告与生活。生活中凡事要用祷告来做。 

第十五课是过得胜有余的生活。生活中是有难题的，好像觉得上帝不喜悦我，不给我应允。这些

难题来时，怎么样用祷告来得胜，来得着更得胜的答案。 

第一课到第十课是我与神，我遇见神。第十一到第十五是我与神交通。 

第十六课是以祷告为中心的生活。既然知道了与神交通，就要以祷告为中心来生活。 



第十七课是以教会为中心的生活。怎样通过祷告明白上帝的带领？你若不跟从会幕，不跟从以色

列十二个支派，自己一只绵羊在深山野岭跑来跑去，跟老虎做朋友，怎能知道上帝的美意在哪

里？所以一个礼拜七日的头一日主日开始要以肢体为中心生活，也就是以教会为中心生活。所以

教会的带领者若不抬着约柜的话是会有很多问题的，跟从的人每次会看到很多的矛盾。 

第十八课是圣徒的七个现场。我们在教会崇拜蒙恩之后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上帝更大的关注和关

心不是我们崇拜的时候，而是我们崇拜和祷告之后的生活，所以有以七个现场为中心的生活。 

第十九课是传福音的奥秘。我们在七个现场里做什么呢？跟太太在一起时做什么？圣经叫我们从

这里开始成就上帝的大事，叫我们荣耀神。所以要与太太口唱心合地赞美主，谈恋爱，所以是在

七个现场以传福音为中心生活。 

第二十课是蒙召为基督的门徒。传福音也有一个重点和目的，我们开教会，小组，妇女会，重点

放在哪里呢？是培养门徒。门徒是生活当中培养的。我们若蒙恩的话，我们的儿女也会成为最有

力量的门徒，因为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第十六课到第二十课是帮助人与神同行。圣经讲的是叫人遇见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而成就果

子。经历过上帝的人以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就会更明白圣经。各位要好好参考我前面讲的见证，

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因心灵上看不见上帝而不安、惧怕、忧虑，也很严重地有些自己不能控制的

精神病，自己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不做，叫精神病。人必定有很多疾病，疾病得医治叫成

圣，在疾病得医治过程中越来越成圣。 

第一，属灵得医治，得成圣。灵得医治就是看得见上帝，听得见上帝。以前是一天只有一分钟、

两分钟能够听得见、看得见，后来能在凡事上看得见、听得见上帝。带领第一课时要叫人实际地

会扎心。，叫人看到自己真的不够，自己需要努力，自己还需要渴慕追求上帝，这样带领、传福

音才有果效。我们带领时别人不来的话说明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病人，换句话说你讲得不对，不让

人觉得扎心。彼得传讲信息时人都觉得扎心。 

第二，心理得医治。我们生命里有很多疾病，常常不安、忧虑、惧怕、贪心。我以前也是这样，

现在也不完全，所以保罗说，我也不是完全的，但是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

这标杆就是完全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第三，精神得医治。心中若有一个营垒，叫精神病。知道不该做，也愿意努力不要做，但没有办

法控制自己，胜不过，如赌博、色情、同性恋、性变态…。精神病就是生命中的坚固营垒，明明

知道不对，但是没有办法不做。人生命中多多少少都有，这些都要得医治。这些坚固的营垒叫人

不能得自由，不能享受上帝的丰盛和上帝的荣耀。正常人是应该能够处处看得到上帝的荣耀，享

受上帝的荣耀的。 

第四，肉身得医治。比肉身疾病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是不能成全上帝要借着你的肉身疾病要成就

的事，这个叫肉身的问题。上帝给我疾病是要借着疾病来祝福我，借着我的疾病来安慰更多有疾

病的人。保罗得到一根刺，他求上帝，上帝说你的疾病是有用的，你的身体是器皿。我们真的要

得着这样的眼光。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宝贝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肉身



的功用是上帝的器皿，一个黄金做的器皿从来没有被人用到就是没有用的；一个土器、木器里面

放黄金的话就变成放黄金的器皿了。我们肉身存在的理由是要发挥那个功用。我们到了一个年龄

肉身不能发挥那个功用时，快快搬到天国去更好，在地上犯罪更多，放肆更严重。大卫的儿子生

出来不久就死了，有人读圣经时说，这么可怜的孩子又没有犯罪，上帝为什么要杀他？那个孩子

是完成上帝要借着他的时光、他的身体来完成的事的，就是祝福他的父亲、祝福他的家门的一个

孩子。眼光要正确。为什么要拼命地长寿？为什么要拼命地得医治？你有重病也有上帝的美意

了。我们肉身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要长寿。有一个师母得了癌症，医生说她只剩下三个月了，开刀

也是只剩下一年、六个月了，师母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开刀，剩下 3 个月，尽量地多做主工

吧，过去我不能做的全部都要挽回。结果她现在过了十年了还活着。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真的

要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祂是时时刻刻、连我们的一根头发、我们的一颗细胞都数算、掌管的那

位上帝。我们遇见了这位上帝，还担心什么？怕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肉身荣耀上帝，像约伯一

样。 

第五，是生活医治。我们的生活中很多东西是放肆的，浪费的。但一个人真的蒙恩得医治之后，

玩也不是浪费，睡觉也是好好睡。师母过 40 岁之后常常睡 5‐6 个小时就起来，常常头痛，心脏也

有问题。我告诉她要睡 12 个小时，但是 12 个小时起来后不要浪费，要好好地祝福自己，祝福家

人而生活。有一个长老家里什么事情他都做，教会里什么事情他都做，外面的事业也是什么都

做，只有减少的就是自己的睡眠时间，我觉得这是愚蠢的，是要得医治的。青少年需要很多睡

眠，我家阿松睡觉很甜蜜，我跟他说，你尽量睡，尽量睡，但是起来后你要充实地、有智慧地生

活。父母们不要那么地管孩子，总是叫他起床起床。无论大人、小孩睡 8 个小时都是需要的，小

孩甚至需要 10 个小时睡眠的。 

第六，人际关系得医治。原来上帝给我们的人际关系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都是一个肢

体，是荣耀的上帝的形象，是彼此要帮助的。我们是不需要比较的，因为每个人都拥有最完美的

生命。但是人被邪灵欺骗犯罪之后，常常比较、争竟、嫉妒，心怀恼恨、内疚，人际关系乱七八

糟，越常在一起的人关系越不好，人际关系最不好的就是夫妇了，其次是家人之间，婆媳之间。 

第七，夫妇关系医治。夫妇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 

第八，儿女关系医治。 

第九，经济医治。若经济观没有得医治，绝对不能享受上帝的丰盛。如果你是没有蒙恩得救的

人，上帝不管你，叫你拼命地做工，汗流满面，做工赚大钱。若你是属于上帝的人，却不按上帝

所定的经济原则来生活的话，你不可能会享受上帝的丰盛。上帝是我们的父，会供应我们糊口。

除此之外，祂绝对不供应。因为给你钱，你用钱来放肆；给你钱，你用钱跑到别的地方，自己骄

傲，这个钱是从上帝来的你也不知道。 

上帝所定的经济原则：第一是知足；第二是多余的要分享，成为好管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经济

原则是十分之一。各位若看到因为十分之一破产的人告诉我，我给他一百万。十分之一也要完

整，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算到每一分钱。我每次跟师母说，多奉献 100 块，200 块，不要计

算。有人说十分之一是旧约的律法，我们新约恩典时代不需要。律法是从哪里开始的？摩西来颁



布了上帝的律法，但摩西之前的亚伯拉罕、雅各都做了十分之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 21 章责骂法

利赛人时，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夸耀自己的十分之一，但同时讲他们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耶

稣基督亲自这样讲的十分之一。各位，十分之一不是钱，不是奉献，而是生命的告白，信仰的告

白，是当纳的，是告白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一根毛发也是从上帝而来，为上帝而存在，要归上

帝而用的。 

有人说：这个教会软弱，所以十分之一我不给这个教会，而是给宣教机构等等。这是你的钱吗？

都是上帝的钱！上帝的钱你自己拿来帮助乞丐，自己得面子。所以说十分之一是上帝所喜悦的。

以色列人无论怎样地软弱，耶稣基督看着一个寡妇的两个钱也是最好的。其实在耶稣基督的眼光

里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要全部拆毁的，但那个寡妇的钱不是给圣殿的，不是给法利赛人的，她

是献给上帝的，这是她的心，上帝会大大地称赞的。所以不要用当纳给上帝的东西自己来怎么

样。要给宣教机构红包的话，用你自己的钱来给。十分之一不是奉献，感恩奉献、宣教奉献，救

济奉献、建堂奉献才算是你的奉献了，《利未记》讲得很清楚。 

叫各位多奉献是为我吗？我没饭吃吗？我们教会已经给牧师太丰富了，我们教会真的对牧师太好

了，给我买车，什么都有，屋子教会也给我了，我是不需要钱的，已经足够了。并且从教会拿是

我当拿的，所以我就拿了，我有用处，我就用了。各位不需要问牧师薪水是多少，牧师薪水其实

是无限的，我心目中我的薪水是一年有一千万了。我是站在上帝的面前，靠着信仰的良心来教会

的，我是没有后顾之忧而要专心祷告传福音的。牧师所需用的，我们教会供应的都是百分之百，

我每次都丰富，每次都满意，每次都感谢弟兄姐妹。我在上帝面前说，我一毛钱没有为自己存留

过，我是没有财产的，我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一生都会这样做的。有钱也是要帮助重要的宣教事

工的，一毛钱也不留给我的孩子的。我跟他们讲，你们上大学爸爸没有钱，有几个方法，一个是

得奖学金，第二是借贷款，第三是最好不要上大学，世上刚刚读高中的人更多，安慰他们、祝福

他们更好，不去大学也没有关系。人生的目标很清楚。有些人是孩子才三岁，就为他预备大学怎

么怎么样。Sophia 这次申请大学时，我才知道原来在美国没有钱是更好呀，很多有钱人没有办法

拿到奖学金，我的孩子学校一年是四万八千块，我们怎么能付得起？但是感谢主的恩典，这次主

都超供应了。我的经济原则一来就是这样的。我盼望、上帝也盼望各位的口袋都丰富，要用丰富

来多做主工。所以特别要强调经济医治，因为玛门是第二个“神”了。 

第十，事奉医治。事奉不是靠热心，或是规规矩矩，而是要信从神，跟从神，而神为。所以遇见

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的人才能够做到上帝所喜悦的事奉。 

主说我们要用祷告来做凡事，用祷告来做凡事的人凡事上都能享受上帝的丰富、上帝的同在、上

帝的帮助。但问题是，人还没有遇见上帝怎么能够与祂交通呢？真正遇见神的人是喜欢与神谈恋

爱的。怎么样遇见神呢？我前面讲的见证就是关于怎么样遇见神，怎么样与神交通、与神同行，

过程当中怎么样凡事上都得医治，这就是圣经的骨头了。上帝的心意、美意都在这里了。但这个

还不够，因为这是一个主体大纲，里面没有讲亚伯拉罕的故事，雅各的故事，以色列人的故事，

五大神迹都没有讲。但是圣经的故事背景我们也需要掌握，才能在祷告的时候明白各样的情况，

比如，知道这是红海来了，这是旷野来了，这是耶利哥战争…。这个叫添肉。不但把骨架建立起

来，还要添肉，这就是圣经综览了。圣经综览里我们看到，圣经也是有重点，有主题，有优先程

序，重要的、次要的，都分别出来。以 36 课这个骨头来看创世纪、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时，



答案是非常清楚的。36 课可以叫人很快地回复以马内利，叫人很想祷。每次以这个为中心编排大

纲就是秘诀了。圣经是要这样看的，这样看圣经时得着的重点就是四大福音化：个人福音化（与

神交通，与神同行）；家庭福音化（用自己所得着的来祝福自己的配偶、儿女）；地区福音化和

世界福音化（用自己所得着的来祝福、拯救地区里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并祝福万民）。 

怎么样成就四大福音化呢？有五大奥秘：重生的奥秘（出埃及）、得胜的奥秘，与神交通（会

幕）、与神同行（民数记）、成就上帝要成就的事，得果子、得基业（迦南地） 

我们的上帝不是糊涂的，而是非常规规矩矩地创造宇宙万有的。我是用 36 课来掌握圣经的。36

课的骨头全部在我的生命里面了。各位掌握了 36 课，将来才能够被派到中国、台湾，无论到哪里

去，很快整个地区里上帝的子民、喜爱遇见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饥渴慕义的人就会找来。

不愿意遇见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的人、喜爱世界的科学知识、世界的方法的人早一点离开比

较好，这样教会才能越来越纯洁，所以教会是有前门和后门的。牧师在教会里的工作越单纯、安

静越好，祷告交托主就好了。上帝的羊是继续有的，饥渴慕义的人继续成为主流，继续成长，多

得着上帝的祝福。以色列当然也有主流，像约书亚、迦勒这样的将军有，在后面打鼓的也有。教

会绝对不赶人，山羊也是需要的，有山羊时绵羊才能够眼睛明亮起来：“哦，我不应该向他那样

呀！”。 

已经遇见上帝的人圣灵的感动是非常清楚的，圣灵的感动越清楚越想谈恋爱，慢慢地，世界上再

没有其它嗜好了，只喜欢祷告、独处，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家里很平安，在散步的时候也是像耶

稣基督那样望着天，“父啊，主啊，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凡事处处都会看到上帝与他同在，

自然而然会口唱心合地赞美主。他要一直隐藏起来，上帝继续把他提拔，他和他的家人、后裔都

会继续蒙恩。我们所踏的每一个脚步原来都是神圣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分别为圣，我们每一

个人真的都要成为一块祝福，一块喜乐，一块平安。口里讲出来的话都是有信心的，信从上帝的

话的。圣经里上帝的话是 Logos，是客观的真理，经过我的至圣所，我的心灵实验室，变成我自

己的、从我口里讲出来的叫 Rhema，我们都要回复这个经历。阿们！各位不要难过，上帝实在爱

你们！ 

 

祷告： 

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渴望遇见你，愿意一生与你交通！我们要一生多爱你，也要多蒙你的

爱！我们要与你同行，在我们每一个脚步里面都要看见你的丰盛、你的荣耀，你的权能！我们愿

意一生不白占地土，而要荣神、益人、建国！ 

父啊，求圣灵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今日所听到的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

的祷告，我们的生活，叫我们一生能够享受父神一切的丰富！ 

父啊，我们真的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在家庭生活，像耶稣基督一样在教会生

活，像耶稣基督一样在社会里生活！主啊，将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叫我们遇见你，得着使命，



也能够为主做荣美的见证！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

名祷告，阿们！ 

 

 


	--- 如何遇见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而成就果子（编写36课门徒培训教材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