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属灵的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1. 
荣上加荣 

 

人格的建造原是委托给人类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一小时的时间里，让

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在培养基督化的品格的时候所享有的权利和遵行的

义务让我们同心合意兴起复兴让斯蒂芬华莱士牧师带领我们“荣上加荣” 

欢迎你们，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我一直都很期待这次和你们相见

我们最初谈起此事，是好几个星期前的事了，很荣幸能在此与大家在一起。我非常高

兴你们今晚来了，也希望并祈祷你们会一直坚持来今晚的研讨会，内容紧凑，课题是 

荣上加荣你们可以看出来，你们有文件夹和活页 

我们将要一起研读委托给人类最重要的工作我们将要学习什么？原是委托给人

类最重要的工作那是什么什么是委托给人类最重要的工作你们手里的课本有答案“人

格的建造”那是很好很合逻辑的答案。但是，通常我们问这问题时人们会回答：“救

灵”"分享我们的信仰”，那是最重要的工作;我猜想你们也有同感，当我问这问题时。

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工作？问题：我们能成为成功的救灵工作者吗？如果我们没有

像基督一样的人格？我们能吗？不，我们不能！亲爱的朋友，传教要有效率我们自己

必需充满爱心，成为可爱的基督徒。有人同意吗？圣经里的保罗说：“即使神灵透过

我的嘴讲话，但是没有爱，那么我的话，也只不过是破铜烂铁的躁音”{哥林多前书：

13：1} 

我们要知道，亲爱的教友们，我们也许能够与人争论，说服别人接受所有 27 条

基本信仰…不对，是 28 条，对不对？所有 28 条基本信仰，包括所有已熟记于脑海的

经文，但在争论途中却令他们反而远离耶稣基督你认同吗？你想可能吗？我想这是可

能的。要帮助别人走向与耶稣基督建立救恩关系的关键不在说服他的思想，而在说服

他的心。阿门？是，思想也需要被说服，关于真理，但只有心被上帝牢牢抓住，真理

的上帝阿门？只有在这个时候，人的意志自制力，决择力，才会被神的爱驱服结果是

真诚的蜕变。亲爱的朋友们，若要带领他人来体验那种经验，我们不但需要说服他们

我们确确实实拥有真理，我们必需让祂，本身就是真理的祂，透过我们而去爱他们。

阿们？那就是为什么有更重要的，等着我们做的事，不只是救灵而已。因为那是救灵

之前绝对必需完成的重要课题。 

我们来看第一课，也就是讲义里所谓“简序”，以下一段受圣灵感动的答案，

这个答案是针对我所发问的问题:有史以来委托人类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答案

就在“教育”一书里，225 页，第三页，第一段说...请注意听!"培养人格是有史以来

信托人类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对这件事的激极努力的研讨，对当下更是空前未有的极

端重要。"朋友们，这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培养人格。培养人格就是最重要的

事，信托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请注意看那最后一句："对这件事努力的研讨是空

前未有的极端重要"，是何时？是当下。为何对当下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君皇即将来

临。我想我听到两声非常微弱的“阿们”。我给你们多一次机会。为何努力研讨培养

人格在当下这么重要？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极端重要。因为，预备：“我们的君皇即将

来临”。阿们！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有些基督复临论者在这里，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迫



www.RevivalSeminars.org																															荣上加荣    "属灵的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1. 

	 2	

近的再次到来。亲爱的朋友们，我衷心地相信主耶稣很快便会再次来临......我衷心

地相信。 

事实上我坚决认为，请倾听我将要说的事！我坚决认为，如你有机智地理解和

研究世界未日前预言会发生的事，和现在的时事并合在一起，而没有得出主耶稣基督

将会再次来临这结论是没有可能的。主耶稣基督将会再次来临这征兆是响亮和清晰的。

你有意识到我们所剩余的时间有多么少吗？但还有很多的事是须要完成的。还有很多

的事是须要完成的......须要警告全世界的人…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示录 14：6]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这信息名为

“三天使信息”。我们的教会之所以兴起，就是要宣告这信息这是最后慈悲的召唤，

和主耶稣基督建立救生关系。这工作必须要完成。这信息必须要宣告于全世界，和我

们必须要准备好自己当主耶稣基督再次到来时，我们能和祂一起回家。这是我们必须

做的工作。有 永 远 的 福 音 要 传 给 住 在 地 上 的 人 ， 就 是 各 国 、 各 

族 、 各 方 、 各 民 。我们要准备好自己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请听我说，请倾听我要

说的事！要成功地完成上列的两件事情所依靠的是同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培养

像基督一样的人格。阿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君王做有效的见证者更

不能成为天国的公民，除非我们有像基督一样的人格。我想重复再说，很可能你们会

在这系列再次听到。我们不能为我们的君皇成为有效的见证者，更不能成为天国的公

民，除非我们有像基督一样的人格。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君皇很快便要再次到来，

但培养像基督一样的人格是需要时间的。我坚决认为这系列开始的声明是真实的，教

育论，225 页："人格的培养是有史以来信托给人类最重要的工作，对这件事努力的研

讨更是对当下空前未有的极端重要。"对当下空前未有的极端重要......这件事恰好是

未来这几天里我们一起要做的事。 

我们将会努力的研讨主所说极端重要的课题;我想向你保证，我不会从蒙大拿州

远道而来和你分享关于培养人格的个人学说或看法。但愿上帝阻止这样的事情！我亲

爱的朋友们，当你要对待像培养人格这么重要的议题，你需要些远比凡人的个人看法

能依靠和信任的东西。阿们？当你要对待这样一个议题时......你必需明白- 如要成

为帝皇有效的见证者和天国的公民 -你需要比某人的哲学更多的东西。你需要知道上

帝在这议题上怎么说，我想向你们保证这是为什么我来这裹和你们分享：上帝在这议

题上是怎样说。 

从你们的讲义裹会注意到些很独特的事情:讲义裹没有东西是来自史蒂夫·华莱

士，除了少数例外罕见的细微注释，但几乎全本讲议裹在这议题上都是上帝启发的灵

感;你们需要知道，这是我们研究的根基。承蒙天恩，我仅仅地作你们的向导，和你们

细想上帝说的话，在这终极重要的议题你们允许我这样做吗？我诚挚地祷告，圣灵会

牵引和带领我。当我指导和带领你们去细想上帝说的话， 

我们会用圣经作我们主要的教科书，我希望没人会因此感到生气......我会用

新英皇本的圣经我也很喜欢英皇版圣经这是人民的圣经，这圣经驱使这教派的诞生和

立起，这是多人偏爱的圣经译本;尤其在我们中有着银灰色头发的圣徒。但是伊莉莎白

式的英语对年轻一辈来说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选用了新英皇版圣经这和英皇版的手

抄本是同样的。他们是那么地相似，如你有英皇版圣经，很可能地你会没有困难阅读

新英皇版本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将会指出些事例有些原来的语言，在新英皇版

中翻译得更精确。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新英皇版圣经，我推荐这是极好的研习圣经。 

我需要让你从开始便知道我们将会补充，请留意是“补充......”我们将会用

得到启示的圣经评注来补充圣经研习，来补充圣经研习，这是我们这余民教会所享有

的，名为“预言之灵”。现在我想在开始便记录，我深深地，且的的确确地被预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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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写作所影响，受上帝赐福。亲爱的朋友，如没有这恩典我想我不会在这裹。天主

极大地赐福于我当我研习这些令人赞叹的书本。我对这些写作极其地重视，他们对研

习圣经所带来的洞悉是我们对其使用的方法，不是取代圣经，而是在经文上作出补充。

而是在经文上作出补充。我们将会引用预言之灵，为得到启示的圣经评注。在我们研

习相关经文时;在经文原则上帮助我们得到更好的了解，并且帮助我们实际上应用这些

原则。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为何预言之灵真的显露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圣经的原则，我无

法向你们剥夺这些宝贵的洞悉。因此我将会频繁地提到他们。你们会在讲义裹看到为

得到启示的圣经评注。我有你们的许可吗？ [有]很好，谢谢。 

还有一点我非常地想强调的是在这第一节的课堂中，我们的标题概述了圣灵的

事是什么？ ......需要圣灵来解悟{哥林多前书 2：13-14}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什么

意思呢？ “......神灵的事......需要圣灵来解悟”？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没有

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确没有东西使我们能明白真理，在我们生命中体会真理带来的令

人感到解脱，使神圣化的力量的境界。你们听到我刚刚所说的吗？这课堂标题是从圣

经中的段落得来的......我们一起朗读在哥林多前书 2：13-14“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却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但是......保罗是在警告我们，“......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

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他们是什么?没有属灵的人。然后，属血气的人......是谁呢?

嗯，这是我们全部人。除了有超自然的圣灵的力量在我们生命中起作用，有上帝的帮

助。请注意，对于属血气的人，圣灵的事......是什么？......是愚拙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不能识别属灵的人。现在“识别”一词，在希腊语中是很有趣的话语，这

不止解作“正确地明白”更特别的是，它更解作“正确地受重视”，“正确地感激'。

你要明白...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亲爱的朋友们，这力量不止令我们能有思维能力去

明白真理;圣灵的力量更能使我们真确地重视真理，并对衪心怀感激，并选择应用在我

们生命中。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能体验。我重申，真理带来令人感到解脱， 

使神圣化的力量，你知道吗？耶稣这样说：约翰福音 8:32："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真理中有力量令我们得以自由吗？我们全都在本质的束缚

中，罪、自我和撒旦的束缚，那不神圣的三位一体，对属血气的人专横地对待。是的，

真理是有力量还我们自由。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体验那解脱的力量，除非我

们在圣灵影响下接收真理;和在圣灵驱使的力量下，选择合并真理在我们生命裹。真理

裹也有使神圣化的力量。看看以下的经文，约翰褔音 17: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理就是真理。"真理裹有使我们成圣的力量吗？能令我们圣洁吗？是，祂能做到。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可能体会真理裹成圣的力量，除非我们去细看，接受并应

用真理裹圣灵驱使的力量。这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法。你要知道，这儿有很大的分

别:理智地知道真理，和明白至体验真理到令人生加锁解脱成圣的程度，不是吗？我们

能有对真理的学问但并未得到祂所带来的自由或成圣的可能吗？这有可能吗？啊，你

知道这情况......你知道这情况......是十分地有可能的....这是令人恐惧地有可能。

知道很多真理而没有体验衪带来神圣化令人解脱的力量。你要知道，明白真理是需要

比用智力去赞成更多的东西。你可以用智力去赞成真理而没有被衪蜕变。 

明白真理到体验衪带来令人解脱，使神圣化的力量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给你三

个需要的步骤，用笔把它们记下......它们是十分重要。去明白真理至体验衪在生命

中令人解脱神圣化的力量，你必须，第一点：。用智力去理解它你必需甚样？用智力

去理解它是的，你必须用智力赞成真理。你必须理解它，领会它。这是必要的，我不

是说用思维能力紧抓真理不是必要的，但我是说只用思维能力紧抓真理是不足够的。

第二件事我们必须做的是什么？第一，我们必须用思维能力紧抓它第二，我们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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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欣然接受它。另一方式来说，我们必须去爱真理，去欣赏真理，去重视真理，去

重视它为全世界最宝贵的东西，在我们生命中;去识别出它是珍珠般贵重。我能听到

“阿们”吗？ {阿们。}现在，在这裹我们需要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但在我解释这之前，

让我告诉你第三点我们必须做的，如我们能明白真理至体验它在我们生命中带来令人

解脱，使神圣化的力量。第三点，我们必须遵从真理用我们的意志。你们记下这三点

了吗？第一：我们必须用智力理解它第二：我们必须怎样？用爱欣然接受它。它第三

点，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怎样？用意志遵从真理。我们必须屈服于真理，我们必

须服从真理。我们必须选择和谐地活出和衪所要求的生活﹐衪是真理。当我们这样做，

我亲爱的朋友，但，不是到...我们这样做，我们会体验到衪令人解脱，使神圣化的力

量在我们生命中。我有听到阿们吗？ {阿们}你要知道...... 

我喜欢这样说：我们必须不但明白真理，还要站在真理下。明白真理和站在真

理下有否不同？是有的！明白真理用的是智力去赞成衪;站在真理下是要遵从衪，让意

志屈服于衪，让衪带领你人生。我亲爱的朋友，什么能让你从明白真理，到站在真理

下呢？那是中间的步骤。那是什么？欣然接受真理，爱真理。我有听到"阿门"吗？你

要知道......当我们认识到真理并不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是一个人...是

谁？ ......主耶稣基督;我们去爱衪时，是当我们选择把我们的意志遵从于衪，没有

任何保留。阿门？ {阿门} 

这是不会发生，除了我们做到第三步骤。亲爱的弟兄姐妺我们能体验在我们生

命裹，真理带来令人解脱，使神圣化的力量。我们必须行到第三步。但这是个关

键......不要错过它......我们虽然能行第一步，用思维能力赞成真理;...没有圣灵

的帮助至重要的程度，你可以理解，懂得真理..但不完整，不深入......不能去到那

地步，圣灵能引领去明白的地步;但没有圣灵的帮助你可以理解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

用思维能力赞成真理。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和我不能做到的是，是进行第二和三的

步骤如没有圣灵的帮助。为什么呢？罗马书 8：7 ...罗马书 8：7 ...笔记本没有但把

它写下。罗马书 8：7 说什么呢？“体贴肉体的思维”是什么？就是与神为仇，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真的吗？是，是真的。让我们清楚明白保罗在这儿要告

诉我们什么。首要，什么是”体贴肉体的思维?什么是体贴肉体的思维？你要知道...

我过去经常想......如体贴肉体的思维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那么，必定是某人的罪孽深重。那是深思熟虑的叛乱者。是这样解释吗？不是的，我

亲爱的朋友，我们本能地全都这样。我们本能地全都这样。真的是?是的。你要知

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约翰福音 3：6}，我们的思维是体贴肉体直至我们

怎样？......从灵生，重生......然后，我们便成为有灵性的思维。但是直至转变前，

我们的本性是什么？......体贴肉体的思维。你在这一点赞同我吗？......因此，我

们本性......是什么态度对神呢？体贴肉体的思维是什么？......与神为仇。“仇”

一词是作何解？你可从“仇敌”一词中明白。体贴肉体的思维是有“敌意”，“仇恨”

对神。现在，有些人会说，“嗯，......等等！你知道......这有点儿太过强烈，不

是吗？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不会声称有信仰，被圣灵重生，他们从不说憎恶神我说。

我亲爱的朋友，请听..  

如你真的想知道，体贴肉体的思维的人对神是作何感想，那么你们要回到基督

被钉上十字架之地。体贴肉体的人是怎样对待神的？给他机会，他会谋杀祂。你要知

道......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之地不只展现神的品格，以主耶稣基督的肉身，那也披露

了人的品质，那些钉祂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们看到的十分可怕，关于我们本质，不是

吗?我们本质地是那么憎恶神，如机会到来，我们会把他除掉。这正正是为什么，我亲

爱的朋友们，如我们能做到第二步骤：用爱欣然接受真理......和慬记，真理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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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耶稣。......如我们要去爱衪，而不是把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必

须要些超自然的东西发生。我能听到“阿门”吗？{阿门。} 

我们必须有颗新心，一颗想明白祂的心，有超自然容纳的能力去爱祂...因我们

本能地憎恶衪。你明白吗？如你不能采取行动至第二步骤......如我不能行到第二步

因没有圣灵的力量，能用爱欣然接受真理;我永不能行到第三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们。{哥林多后书 5:14}当我把意志交给神时，如我真诚地把意志交给祂，因为我爱祂，

和我知道祂爱我。顺便提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 4:19}阿们?{阿

们} ...那儿能发现祂有多爱我呢？就在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之地。你要知道......你可

发现很多东西，不只关于你自己，也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也关于天父在十字架上。 

我们将会用很多时间在这研讨会中，带你到十字架前，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

要知道......我有和使徒保罗同样的执念。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

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 2：2}那是锐变力量的根源。那是看

见那羔羊......被杀过的。{启示录 5：6}那是力量的根源。那是心被俘获，也是意志

被攻克的地方。阿门？{阿门。}你要知道......很多的事都在十字架上发生......良

心被定罪，头脑相信肯定，人心被捕获，意志被征服，而使生命改造。这一切都发生

了......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请让我......带给你，让我给您带来到

在十字架脚下。这就是所有东西发生的地方，我的朋友。上帝帮助我们确实明白，如

果我们要知道真相，带来令人解脱，使神圣化的力量。我们必须有超自然的帮助。因

为，不仅是体贴肉体的思维是与神为仇。这段经文继续说什么呢?体贴肉体的思维是与

神为仇，让我们自然地不采取第二步骤。但是经文继续说什么呢?“这是不受上帝的律

法，也的确是......”什么？ “...不可以！” {罗马书 8：7}这让我们不采取什么？ 

第 3 步！屈服......你的意志......选择服从真理。你和我不能这样做，我亲

爱的朋友们，没有圣灵的力量。我们不能！不可能！现在，我得放一点资格在这裹，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我们在这一点上喋喋不休。随着这系列的进行。请知道，虽然体

贴肉体的，不能接受或服从自己于圣灵的律法;但体贴肉体的，在法律规定上能做到服

从的行为。你听到了这资格吗？这点重要吗?你最好相信它是重要的。让我再说一遍。

虽然体贴肉体的不能接受或服从自我的规管，你的想法和感受，你的动机和欲望于精

神律法上….…体贴肉体的可以做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相当大的程度，如果自我动机足够。

体贴肉体的思想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在行为上遵守每一条法律条文，并正是这点，有很

大的力量愚弄我们认为自己是我们不是的东西。你在听我说吗，亲爱的朋友们？ 

你看，这恰恰是虚伪。它是符合法律条文，演出一场很好的戏。表现很好，欺

骗他人，甚至欺骗自己，去想你是...个什么？......一个基督徒。毕竟，你表现得比

大多数人做的好多了。圣经说人心是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利米书

17:9}但可怕的事情是它可以用花哨的外表去隐藏邪恶的内心。耶稣称它是“粉饰的坟

墓”。{马太福音 23:27}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刷白的坟墓... 他怎样继续说关于刷白的

坟墓？他说，它的美丽......在哪里？在外面。哦，看起来真正的好。但里面......

是怎么回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有一个卑鄙的，死去的，自

私的老人在那洁白的坟墓后面;做所有正确的事情但基于所有错误的原因。祝福你的心

﹐这有可能吗?有可能发生在今天上帝的教会？是不是只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独家的经

验，在人的虚伪本性成为伪善者?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这是人的本性，并请…对我多

多包涵。好吗？我在这一点上说的，不会让你们感到舒服或高兴，祝福你的心…. 我

因爱你们所以必需这样做。好吗?我将不得不一遍又一遍，通过本次研讨会，正视这种

假冒伪善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根据真实见证的判决，它正好是在末世教会一个很主

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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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跟我在这方面努力！在启示录裹末世教会，是叫什么？最后一个教会…

老底嘉教会。我们是在末世吗？{是}这意味着我们是......什么？...老底嘉教会。我

们知道七个教会的特点存在于任何的时间。但有些特征是特别明显的在某一个时期，

而末世教会的特征根据真实见证......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微温的！我们是什

么？...微温的。现在请告诉什么是微温的?根据真实见证你们是不冷不热。你应该和

我一起翻开启示录第 13 章，是不是？启示录第 13 章…不，修正......启示录第 3 章

16 节。嗯......我们也许应该从早一点谂，14 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

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的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

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这不就是一个显着的声明？真实见证实

际上宁愿我们冷…….什么？比温水好后来更多...16 节你既如温水不冷也不热，我要

怎样?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

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一些非常可怕的自我欺骗在这里，不是吗？为什么说老底嘉教会如此可怕的自

我欺骗？为什么说他们认为自己很有钱，货物增多，一样都不缺，不知道他们实际上

是可怜，贫穷，瞎眼，可怜，赤身裸体？为什么？！因为，我亲爱的朋友，他们有敬

虔的外貌。 {提摩太后书 3:5}你听到我说什么吗?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敬虔的

外貌。他们有体贴肉体的心他们的行为，符合上帝律法的规定。你听到我刚才说的？

他们是真正的改变信仰吗?没有！难道他们认为他们是真的改变信仰了吗？是!他们认

为自己很有钱，货物增多，一样都不缺，他们为什么这样自欺？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

成为洁白的坟墓。“阿门”？ {阿门。}今晚有点安静。他们外表太美了沾沾自喜，也

令其他人认为他们是….什么?...基督徒。 

亲爱的朋友们，请明白，很可能是在我们中有人在这陷阱中:如果对我感到愤恨，

这意味着，我很抱歉，但我必须说明，因为这是真实见证说的。我不是来审判你的，

我只是跟你分享祂的判决;衪是否正确地审判我们？衪是吗？是!为什么？因为衪看到

的是人没有看到的。人以貌取人但衪却看…那裹?衪看哪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

耳记上 16:7}他观察到的，不仅我们做什么，以及我们不做什么，但衪观察更重要的

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衪看着行为背后的态度。我们通常只

是在分析的行为，但衪看的是动机。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恰恰是不冷不热的根本。你

看......要冷，这是做错误的事情因错误的原因。能理解吗?你外表没有圣灵因你内心

没有圣灵。什么是热?做对的事情因对的原因。你外在行为与上帝律法一至，因你的心

与圣灵的律法和谐一至。你做对的事情因对的原因。你明白吗？什么是不冷不热?做正

确的事情但因错误的原因。“阿门”？ {阿门！}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 

{提摩太后书 3:5}福音的力量是什么？衪的力量是要把我们的心意更新令我们锐变。

{罗马书 1:16, 12:2}阿门？ {阿门。} 

你看......真正的基督教不仅仅涉及行为矫正。真正的基督教涉及人心变换。

但有很多可怕的虚伪正在进行，我们在"教堂裹演戏"。假装我们是基督徒，让我们的

行为遵守上帝的律法。可怕的事是我们演戏演得很好，好到其他人也相信了我们是基

督徒。谁从来不会被蒙骗？谁从来不会被蒙骗？上帝从来不会被蒙骗。弟兄姐妹，请

和我在未来几周内做些个人反思。你的心安好吗?这是个问题。你的….什么安好吗?…

你的心。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或者，你只是假装的一个？...如果冒犯了你，那

我问你，你们中的一些银发圣人，已经在教会“许许多多”年，你可能会被冒犯了，

因我有这胆量去问你这问题。但是，祝福你们的心，你的一生可以一直在教会，但没

有真正的成为基督徒。我希望你知道。没有真正的成为基督徒。你可以演戏演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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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场很好的戏，被其他教友荣耀尊重。你可以在教会裹办事而没有真正的成为基督

徒。 

回到我们所说的，当我说体贴肉体的，不能采取第三步-降服于真理-我不是说

体贴肉体的，无法做到把你的行为完全遵从上帝的律法，但我是说，体贴肉体不可能

把想法和感受，欲望和动机，与圣灵的律法和谐。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都清楚吗？ 

{是}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真理至带来令人感到解脱，使神圣化的力量，我亲爱的朋

友们…我们必需怎样?我们必须借圣灵帮助作我们的研究力量。我听到一声“阿门”？ 

{阿们！}你知道...我的整颗心，灵魂和头脑，都希望这是你们每一个人改变人生的体

验。上帝不容许我们只是做智力练习。哦，是的，我们将要挑战你的智力。我们将要

明白深奥的真理。我们要卷起我们的袖子，勤奋学习，上帝的话语。你们准备好了吗？ 

{阿门。准备好了。}我再问一遍。我需要多一点的热烈回应。你们准备好了吗？ {阿

门。}这是你想要的吗？ {是}我在这里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来娱乐你们。

我不是来这里与你们分享轰动情感人类的想法。我来是因上帝的恩典，卷起我的衣袖

和你们一起深挖真理的矿井。所以来拥抱生命 -改变我们对真理故有的知识。这是你

的愿望吗?{阿们！}很好。很好。请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努力学习。 

让我们读这个声明，谈论让我们拥有真理和让真理驱使我们有没有区别呢？我

们是不是拥有真理的一群人呢?{是。}我的朋友，我从没怀疑上帝赋予我们的真理。但

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让真理拥有我们。是什么给我胆量这样说？嗯......

保佑你心…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还在这里。我想听到多过一个的“阿门”。我

们不应该还在这里。我们应该现在已经在天国了。 {阿门！}我们很久以前就该成为上

帝有效的见证，并成为天国的公民。我听到一声“阿门”吗？ {阿门。}很久以前！但

我们仍然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真理？不，我们有真理。但有什么问题？但

我们没有让真理驱使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会留在这里，直到我们让

真理驱使我们。祝福你们的心，如果我听起来生气，我不是。我只是很热切。这是有

区别的。我亲爱的妻子告诉我，"史蒂夫，你这样像在生别人的气。"我没有。我爱你

们。凭上帝的恩典，我不能自然地做到这一点，我想在天国看到你们。我知道，从个

人的经验来看，仅仅有真理，是不会让你到天国的。你必须让真理驱使你们。你必须

让真理由内而外去转化你们。你必须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你不能只因行为顺服而

到天国。 

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永恒的生命给于我们每个人。我们赚不了永生。但是，亲爱

的朋友们，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我们能享受永恒的生命。我

听到一声“阿门”吗？ {阿们！}你不能买天堂，但你要学习怎样在那儿快乐地生活。

没有人将会快乐地在天堂，除非他们已经学会圣洁。因为快乐是圣洁的副产品。你听

到我说的话？快乐是圣洁的副产品;正因如此，很少有人在这世上拥有真正的快乐。为

什么？因为他们在寻找快乐，当你寻找快乐，你永远也找不到它。是真的吗？是真的。

如果你寻找怎样让自己快乐，你永远不会找到真正快乐。你可能会发现暂时能享受罪

中之乐。{希伯来书 11:25}但你最好相信并知道，这是一个十分暂时之乐;当你让罪搞

砸后结果更悲惨。我听到一声“阿门”吗？我很直接地跟你说!如你想要真的快乐，学

会圣洁。学会为上帝和为他人而活。这就是快乐。这也是准备你在天堂裹会快乐，因

为这是他们在天堂会做的所有事情。他们不会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人而活。顺便说

一句…我很期待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当每个人都把我的快乐放在他们的快乐前。想

想吧！那是多么美好的地方!那是和我们生活的地方正好相反。谁是真正保守你的快乐?

你自己，很自然地。你永远想要第一。每个人也想要最好的;如果你阻拦我，并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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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做成威胁，那我必要对付你，这就是世界运作的方式。你听到我说的吗？这也是

为什么这世界是很悲惨的地方。 

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会去到一个地方，在那儿所有的人会把你的快乐 

-我的快乐，在他们之上。你能想象那将会是多么美好的世界?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和我将要准备住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必须现在学会这样的生活。我听到一声

“阿门”吗？ {阿们！}这世界是让我们学习怎样成为天国的公民。让我们学习成为圣

洁。完全为上帝和他人而活，不是为己而活。上帝帮助我们体验到这种转变，是彻底

的改变，圣经称之为“重生”，成为新做的人。 

听！评论与通讯，9 月 25 日，1888 年。评论与通讯，9 月 25 日，1888 年。"…

但那般自称信奉上帝真理的人若不因真理成圣，使思想与品格高超，那么他们在上帝

面前的地位还不如一个从来没有明白真理一切要求的罪人呢。"哇！真的吗？是的。上

帝宁愿我们是冷而不是温。如果你有真理，你以为你是怎样？...很有钱，货物增多，

一样都不缺，而你甚少会追求真理，因你认为自己已经找到。继续读:"“我们正在迅

速接近世界历史的尾声。那一刻对上帝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重要。每个人都应抚心自问, 

"“我是一个基督徒吗？"“...我真是一个基督徒？'我有在学习上帝的话语吗？我有

凭信心让基督寄居在我的心吗？我有让上帝的律法规律我的生命吗?我所寻找到的真理

有渗透到我生活中各处，甚至到非常隐秘的地方？我有否履行衪的原则在我的职业生

涯中？我有将能救命的福音传那些与我相关的人?我是正面的影响吗？除非真理确实有

一个标记，并在领受祂的人的人格有决定性的影响。要不然祂并没有在做祂应该能做

的事;那些人并没有让祂令他们成圣。透过对真理的驯服，我们必会被蜕变，要不然我

们会怎样?...会被迷失! 

弟兄姐妹，我们拥有真理。上帝保佑，我们能让真理驱使我们，从而被蜕变;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借着圣灵的力量。所以，这将会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在每一个讲

座前，祷告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现在，我们将要这样做，在这入门学习的结束前;然

后，经过短暂休息，我们会继续。但亲爱的朋友们，我想你花点时间，从椅子上起来，

到门口走走。真实见证是怎样说老底嘉教会呢？看哪，我站在门外......做什么？ 

“...敲。” {启 3:20}祂想进来......做什么？...与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围着桌子

聚集去开生命的粮{约翰福音 6:48}来养活自己。如果我们要得到滋养，我们必须做什

么?我们要邀请圣灵进来......做什么？与我一同坐席与我一同坐席你会和我一起跪下

默祷来结束吗?亲自邀请上帝的灵进来，与你共进晚餐。 

我的天父，我们有一个宝贵的机会，我们想充分地利用它。今天晚上我们聚集
在祢的桌子，为求得到生命的粮;但我们必须有圣灵去带领我们。我们听到在我们心裹

敲门的声音，我们选择打开门并说，“进来，进来吧天堂的访客。进来，与我们一同

坐席给我们饥渴，那我们本能没有的。给我们胃口去吃圣灵的食粮。最要紧的事，给

我们超自然力量，去消化吸收生命的粮，我们可能会被它滋养。"请授予此祈祷，因我

奉耶稣的名而祈求。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