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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

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

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貲財。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著那地方大遭饑荒、

就窮苦起來。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

豆莢充饑．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

裏餓死麽．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

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還遠、他

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抱著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

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

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

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便叫過一個僕人來、問是甚麽事。僕人說、你兄弟

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把肥牛犢宰了。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

親就出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沒有給我一隻

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

為他宰了肥牛犢。父親對他說、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

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我們在世上的一切問題和痛苦，都源于我們對父神的誤解而來。耶穌基督藉著“浪子回

頭”的比喻說明了父神的慈愛、豫備和等候。其實父神的慈愛、能力和豐盛永遠不變，直到

如今，但為什麼在我們的心靈、人際關係和生活事奉當中，仍然充滿了矛盾、掙扎、不安、

懼怕、貧窮、內疚、自卑呢？那是因我們總像比喻裏的小兒子，在發現問題之後，遲遲不願

回到父神面前；又因我們像比喻裏的大兒子，一邊自以為義地論斷、定罪他人，一邊埋怨父

神的作為，反而不能與父神的慈愛、榮耀、喜樂有份。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今日仍然與“虛

心、哀慟、饑渴慕義、清心、憐恤別人、愛慕天國、愛神愛人”的人同在，使他們隨時、隨

事在任何人際關係裏，都能享受父神的慈愛、豐盛、喜樂、盼望。今日，我們無論遇到任何

矛盾，只要存著謙卑的心到父神面前，就能參加父神所擺設叫我們得安慰、得賞賜、得喜樂

的宴席，就能享受父神一切的豐富。 

1． 神是愛，父神為我們豫備一切，也盼望我們能時常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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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裏的父親，不管兩個兒子的條件如何，一樣地愛他們，接納他們，喜悅他們。耶穌基督

用這比喻來強調：我們在天上的父親，祂的慈愛是永遠不變、無限、無條件的。真正發現這

慈愛進而認識神的人真是有福，他在凡事上會看見父神的慈愛、豫備、喜悅。但從亞當犯罪

後，曆世歷代，人最大的誤解，就是誤解神是“嚴厲的神”！這是在不認識神的狀態裏，犯

罪的良心被控告加上“倫理道德和宗教的教導”相互助長的結果，背後都有晝夜欺騙人、蒙

蔽人、控告人的魔鬼撒但的作為。這誤解使人不可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領受神早就為他

們所豫備的救恩和永遠的福份，反使人一生都活在內疚、懼怕、不安、自閉、定罪、論斷、

是非裏。所以，神藉著自己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在十架上的代死、代贖，向人顯明祂永遠無限

的慈愛，使他們坦然無懼來到神面前，罪得赦免，成為義人，享受神為他們豫備一切的福份。

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明白這奧秘，只有一群神所揀選的子民，才能有機會聽見這好消息，也

能相信且享受。神是公義的，也是慈愛的，這兩個屬性在罪人身上是彼此相沖矛盾的，但是

在屬於耶穌基督裏的人身上乃彼此相輔相成得著滿足的。原來神的公義，絕非因人的行為而

來的公義，乃是“信在耶穌基督裏的公義和慈愛”而來的公義。真正明白而蒙受耶穌基督那

無限慈愛的人，才能心被恩感，表裏如一，完全滿足律法一切要求。故此我們不應該怕神或

敬神而遠之，反而願愛神，衷心親近神。 

1) 父神的慈愛隨時隨地與我們同在，只要靈眼打開，就能看見：神向那些不信的人，隱藏

自己而不顯明，但向信而蒙愛的人，則隨時隨地顯明自己，也使他們看見，享受祂無限的大

愛。一個蒙恩的人重生，靈眼打開後，頭一個要發現的就是“神是愛”，祂因為愛才創造宇

宙萬物，運行萬有，創造我們，重生我們，引導我們，滿足我們，我們正活在祂的大愛世界

裏。 

① 看祂所造的宇宙萬物和其運行，我們就能看見祂對我們的大愛（為我們安排那麼美麗、

豐富、細密、正確的運行），我們只要能打開心靈眼睛，就能看見我們正活在祂的慈愛

裏。 

② 看祂所造的生命，就能看見祂的慈愛（我們身體構造的美麗和運作，我們心靈裏奇妙的

能力）  

③ 看祂為我們所安排父母、兄弟、親戚、朋友的慈愛人際關係裏，就能看見祂的慈愛  

④ 特別祂藉著耶穌基督向我們顯明永遠、無限、無條件的大愛（顯明看不見的神如何與我

們同在，教導我們一切，為我們代死，解決我們永遠的問題，回復永生和天國一切的福

份。尤其是我們還在作罪人，與祂為仇的時候…） 

⑤ 不但如此，祂知道信耶穌後，我們還會犯罪，賜給我們“耶穌基督的寶血”來隨時獻祭

（認罪、洗淨、順從）的奧秘，好使我們時常能保持“聖潔而不受控告”的生命，凡信

的人都能看見父神的慈愛如何隨時保護我們、跟隨我們。 

⑥ 藉著祂的話語和耶穌基督，賜給我們最完美的智慧（使我們認識世界、神、自己、人際

關係、天國、時光、凡事、永遠的事），使我們管理、治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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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賜給我們永遠無限的聖靈，引導、保護我們，賜能力給我們，使我們能與祂交通、同行，

成全祂的計畫  

⑧ 差派天軍、天使伺候我們，為我們打仗，使我們享受安寧… 

⑨ 每日為我們豫備新事、新恩典，使我們享受蒙恩的遇見  

⑩ 將“列國、萬民、全世界”都交托給我們，叫我們傳福音、趕鬼、拯救人、醫治人、培

養人…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到神何等愛我們，祂的慈愛是永遠不變，凡事上已經顯明了，我們心

靈的眼睛打開就隨時隨事能看見而享受！一個蒙恩重生的人，他生命的真正得醫治、得成

聖、得能力，心被恩感的跟隨主、事奉主，都是由於發現主的愛而來的；換句話說，信徒生

命的不長進、不更新、無能力、不羡慕善工，實因尚未發現或時常失去主愛所致。 

2) 在任何的情況之下，只要我們願意回到父神面前，神的慈愛立時向我們顯明，我們就能

看見祂的喜悅、安慰、賞賜：那小兒子的一切問題，是從他決心“我要回父家”的同時，已

經解決的，他在外的貧窮、矛盾、內疚、自卑、苦悶，剎那間都變為慈愛、安慰、感恩、豐

富了。其實我們今日所遭遇一切問題都是由於“離開神、看不見聽不見神、不信神、忘記神、

不順從神”而來的，不管我們的條件、情況是何等複雜、何等糟糕，只要我們願意回到慈愛、

全能的父家裏，我們很快就發現，在神根本沒有難成之事。我們心靈裏的不安、懼怕、勞苦

重擔，原來都因“我們尚未發現父神的慈愛，又不懂得如何交托主”所引起；我們生活事工

上的難處，也都由於“我們不願意接受神所賜的智慧和聖靈所賜的能力”；我們夫婦、兒女、

一切人際關係上的矛盾，亦都因“我們不願意回復主的心腸、主的眼光、主的作為”；我們

經濟生活裏的貧窮，更因“我們不願意接受神所定運用經濟的原理”。事實上永生的父神就

如同比喻裏的父親，早為我們樣樣都豫備好，晝夜等候我們的心靈回來。當我們回來的時候，

主絕不會問“你在外面作了什麼事？你的樣子為何如此糟糕？”，父神的關心只在於“我的

兒子回來了！”，他就跑來抱著我們的頸項，連連與我們親嘴，洗淨我們，換上新衣服，把

象徵兒子身份的戒子戴在我們指頭上，開宴會來安慰、喜悅我們。猶如當初重生的時候，我

們的心靈經歷了天上父神的迎接，心靈中所得的安慰、喜樂、慈愛、盼望就證明了天上父神

是何等喜悅我們的生命；其後在成聖的日子裏，每當我們願意回到神寶座前與祂交通，要發

現神的美意，且願意順服時，我們心靈又會經歷一樣的安慰、能力、慈愛、盼望。因此藉著

我們靈裏的變化，我們就能知道整個靈界情況的變化，屬靈人理該掌握這屬靈的奧秘。 

3) 父神不會勉強地帶領我們的生命，因為愛是不能勉強得來，所以祂一邊晝夜為我們代禱，

一邊等候我們自己明白，因心被恩感地回來，自願跟從，自願事奉：比喻裏的父親，雖然知

道了兒子還未成熟，離開自己可能會失敗，但是兒子向他要求時，還是給他分家業，讓他試

試。兒子離家出走後，晝夜開門點著燈等候兒子回家。雖然兒子失去了所有帶出去的財產，

也作了許多不該作的事，僅存憔悴、骯髒的樣子回來，但是父親的喜悅卻是加倍的，因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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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兒子明白了以前不明白的，主動地悔改而願意更新了！所以永遠愛我們的天父，也是如此

地對待祂的兒女們。暫時任憑我們與世界同在，等到我們的心靈成為“虛心、哀慟、饑渴慕

義、清心”的時候，差派福音的使者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使我們知道父神的憐憫、慈愛、

恩典和所豫備的一切福份而自願回到父神家裏。不但祂的兒女們重生的時候如此，成聖、事

奉的過程裏也都是如此。 

2．我們的一切的矛盾痛苦，都是由於我們的“放縱、被控告、控告別人”而來 

在比喻裏，兩個兒子所遇到的矛盾和痛苦，都是由於“福中不知福，不願意回家，定罪

論斷兄弟”而引起。他們的心與父親的心不相稱！我們的生命裏，時常反反復覆出現“小兒

子、大兒子”的毛病，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時常帶給我們痛苦的，並不是我們所遭遇的人、

條件、情況、事情，乃是我們心靈裏總不能割掉的“放縱、被控告、控告別人”這三個生來

天然人裏的自然傾向。唯有主的福音才能給我們最完美的答案和能力，使我們能突破這三個

攔阻。 

1) 天然人生命裏，總是有一種“脫離拘束，想隨自己意思而活”的傾向。重生之後，我們

必要得著“在主裏才能得著更完整的自由和喜樂”的絕對眼光，同時要尋找如何才能使主在

凡事上居首位的秘訣: 筆者本人還未蒙恩的時候，對〈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

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羅馬書十二章一

至二節〉「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的經文完全相反的瞭解，每次讀到這經文時，心

裏感到無限的壓力，自認為“這樣的獻身是像使徒保羅那樣偉大的人才能作到的，像我這樣

軟弱的人恐怕一輩子也作不到…”。但是蒙恩之後，才能發現我根本不清楚“福音的精

義”。福音告訴我們，所有亞當的後裔，生來都在於“肉體、罪根、撒但”的捆綁之下，甚

至重生後，若一不謹慎，也會跌倒，又受“肉體、罪性、撒但”的影響，變成不自在不自由

的人。所以，並非那些偉大剛強的人才能隨時願意“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成為“活祭”的生

命，反而發現自己軟弱的體質的人，才努力隨時隨地要“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成為活祭”，

而享受從主而來一切自由、豐盛的生命。在主裏睡覺，我們能享受更甜蜜的睡眠；在主裏吃

飯，我們能享受更美好的味道並能健康；在主裏讀書作工，我們能得更大的效果；在主裏面

對人，我們會遇見貴人；在主裏用錢，我們能享受更豐盛；在主裏休息，更使我們快快回復

能力。換句話說，我們要在主裏用感恩的心接受凡事，尋找主的美意，以歡喜快樂的心作一

切的事。其實一天 24 小時，在每樣例行公事中都隱藏著主的慈愛和美意，我們應試著找一

次機會，安靜下來一一尋找每天凡事上主的美意，並感恩順服的心來接受而生活，我們每天

的生活裏必充滿喜樂、自由、盼望。一個重生的聖徒，還未得著這奧秘之前，他無法享受在

真理裏〈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二節〉、基督裏〈加拉太書五章一節〉、聖靈裏〈哥林多後書三

章十七節〉隱藏著的真自由，故時常找機會離家出走，繼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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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然人生命的傾向，總是很怕神，也時常受到暗示：神厭惡我，會管教我，審判我，不

好的事情會臨到我身上。其實無論我們的狀態如何，父神仍然憐憫、愛我們，我們不應該怕

神、遠離神，乃要愛神、親近神，當我們軟弱跌倒時，主的憐憫反而更大，我們不要留在“內

疚、怕神”的狀態，儘快來到祭壇前，拿著“五個祭”來尋求主的憐憫：比喻裏的小兒子，

他心裏嚴重的控告和自卑，叫他不能儘快回家，一直等到他快要餓死，才興起回家的念頭。

他跟父親說：“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但是他的父親，

卻從他離家後，一直在門前天天等候他回來，當父親發現兒子回家時，那麼喜樂，接納擁抱

他為更蒙愛的兒子。猶如亞當犯罪，神早就知道將會有這事，父神早就豫備好了“耶穌基督

的救恩（女人的後裔、皮衣 〈創世記三章十五節，二十一節〉）”，但犯罪的亞當因覺極

其羞辱、內疚、自卑感，而躲避不要見神。又如以色列出埃及後，每當遇到困難，總是被控

告，而常說：“神領我們出埃及，是為了在曠野擊殺我們”。我們蒙恩得救的神兒女們，每

當自己軟弱跌倒時，頭一個自然反應就是“不好意思面對神”，其實在愛裏，沒有懼怕，愛

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約翰壹書四章十

八節〉，“怕神”會叫人更自閉自己，遠離神，被控告的心靈越被負面的暗示捆綁，就越懼

怕，結果自己所懼怕的果真臨到；這完全是魔鬼撒但的作為，因他晝夜控告神的兒女們，神

兒女們得勝的秘訣在於惟獨“羔羊的寶血”〈啟示錄十二章十一節〉。神借著耶穌基督十字

架上的成就，已向我們顯明了他永遠、無限、無條件的大愛，並向我們證明“聽到基督福音，

而信且變”的我們就是祂所揀選，祂親自所生的永遠的兒女。“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羅馬書八章三十三節〉。蒙恩重生的聖徒，必

要早日割除“生來天然人軟弱時，被控告而怕神的自然反應”，尤其自己軟弱時，更要隨時

隨地看見神的憐憫和慈愛，保持愛神親近神的心。 

3) 天然人對別人軟弱的自然反應，就是定罪論斷。凡蒙憐憫的重生人，必能以憐憫、饒恕、

包容的心對待人：比喻裏的大兒子對回家的弟弟的反應，就是所有天然人的自然反應，他如

此作是因為他的心眼與父親的心眼不相稱。大兒子自己認為是義人，他用自己的尺寸來判斷

自己，也判斷弟弟；他沒有看見自己有今日平安的生活都是父親的恩典，不懂滿足感恩，卻

滿心埋怨；他無法瞭解父親對自己和弟弟的憐憫和慈愛，他定弟弟的罪，論斷弟弟，就等於

定父親的罪，論斷父親處置不公平。人還未控告別人之前，自己的生命已淪於受控告的狀態

裏；亞當控告夏娃之前，他的心靈是已因自己所犯的罪被控告了。當我們留意觀察時常控告

人的生命時，不難發現那人的生命，本是被律法拘束，時常被控告，不蒙憐憫，也看不見神

的饒恕和寬容，因此時常埋怨、不喜樂。我們藉著大兒子所講的話，發現大兒子的問題不單

單是控告弟弟的問題，乃是自己從未看見父親的憐憫、慈愛、供應的問題，他看不見自己眼

中的梁木，只見別人眼裏的刺。我們還未憐憫人、饒恕人、包容人前，我們自己先要蒙憐憫、

蒙饒恕、蒙慈愛，其實父神對我們的慈愛和賜福從未改變，只要我們帶著虛心、哀慟、饑渴

慕義、憐恤別人的心，就能看見且得著。大兒子若得著了父親的心腸，與父親同工，便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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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享受父親的憐憫、喜樂、榮耀，但因為他得不著那心腸，所以全家那麼歡喜快樂的時刻，

他自己卻被困在埋怨、憎恨、發怒的心靈狀態裏痛苦。若一生能享受父神的憐憫、慈愛、恩

惠，而憐憫、包容、祝福周圍的人，就能參與父神豐盛榮耀歡喜的宴席；他周圍的人必感到

喜樂、自由自在，逐漸喜歡與他在一起，他所在的地方有從天而來的慈愛、自由、喜樂、盼

望，他周圍的人漸漸受到他生命的影響，重生、成聖的事繼續不斷地興起，他的一生也會遇

見時代性的貴人。 

3．今日回家，享受父神那豐盛的憐憫、慈愛、賜福的宴席 ---- 實際的確認和更新  

當我們認真診斷我們的生命、生活和人際關係時，我們會發現：雖然我們時常在神的教

會和肢體裏生活，但我們的心懷意念，常處於離開父家或不能享受父家的豐盛宴席的狀態。

本周在禱告裏，經過確認、診斷、決斷，我們要徹底地回家，享受父神每天的慈愛和新的恩

典，繼續成全神藉著我生命和生活條件要得的榮耀。 

1) 確認：我正活在父神的大慈愛裏的證據。參考大綱一的內容，凡事上都要看見且享受父

神的預備。 

2) 確認：我重生後，每當我要更新、順從主、更愛主愛人時，在我心靈裏所得的喜樂、安

慰、能力、盼望，與父神作為的關係。藉著我心靈的變化（恐懼、不安、懼怕、貪心、憎恨，

或釋放、自由、喜樂、滿足、愛神愛人、盼望等狀態），能知我屬靈生命所處靈界的光景。

屬靈人必要掌握這奧秘，並藉此與神交通，看見父神的帶領。 

3) 更新：不再作糊塗、愚昧人而要作智慧、聰明人，深信聖徒所作一切事都是神聖的，要

在每天反復作的事上，得著主所隱藏的美意和慈愛，無論作何事都當作事奉，都認定主的帶

領，享受主所賜的能力和美好效果，也看見主所賜的冠冕加在自己永遠的生命裏：我每天反

復所作的事、喜歡作的事、不喜歡作的事，都帶到愛我的父面前，與祂交談商量，必能發現

使我歡喜快樂的主的許可、美意、慈愛，從此我們作凡事的心態、確據、享受都會不一樣。 

4) 決斷：從今以後，我不再容許任何的控告，拒絕怕神的暗示在我心裏，當我發現自己軟

弱的時候，更儘快跑去祭壇那裏求父神的憐憫和慈愛：與神和好，時常保持與神相愛的關係，

乃是最關鍵的事情，所以要努力尋找能保持喜愛神的心的秘訣。參考今年年初特別資訊（禱

告七講），拿著五個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贖罪祭、贖愆祭），藉著大祭司--耶穌基督，

靠聖靈深入至聖所，實際地與神交通，早晚作獻祭（禱告），每次禱告都紀念三個節期（逾

越節的重生、五旬節的能力、收藏節的果子）。 

5) 決斷：繼續看見父神在自己軟弱的生命裏所賜的憐憫和慈愛，來憐憫、祝福周圍的家人、

肢體、同事、朋友，參與父神那一切豐盛的宴席，在地上的日子裏，天天遇見貴人，彼此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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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得合適，一同興旺福音，天天加增永遠的基業和冠冕：診斷目前我與配偶、兒女、肢體、

同工、鄰居的關係，就能知道目前自己生命蒙憐憫蒙愛的程度。在每一個關係裏要回復耶穌

基督那無限、永遠、無條件的大愛。 

*** 本周祭壇禱告題目 *** 

借著本周祭壇資訊，我已經發現：過去，我完全誤解父神對我、對我肢體的看法。那都是因

邪靈藉著我們所犯的罪，晝夜控告我們所帶來的結果。今日父神藉著耶穌基督十架，已經向

我們顯明了父神對我們永遠、無條件、無限的大愛，也賜給我們隨時能用基督寶血洗淨一切

不潔，而坦然無懼來到父神面前的奧秘，也吩咐我們彼此相愛。 

1) 目前，我在神的面前，凡事上都坦然無懼嗎？我心靈坦然無懼的憑據是甚麼？或者心裏

還常被控告而懼怕神管教？應該如何解決？  

2) 在我生命裏，有否時常經歷：每當我決心轉向父神懷抱時，就即刻看見父神的喜樂、安

慰、醫治、賞賜？拿出幾個明顯的見證來，與小組肢體們一同分享。 

3) 目前，在我心裏，有否時常定罪、論斷的對象？我如何才能將那種心裏的定罪改為憐憫、

包容、代禱、祝福？同時思想我應該如何實際地祝福、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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