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遵主命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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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主命令】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
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遵守神
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是因祂所賜
給我們的聖靈。 約壹三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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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錨於永恆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
牢靠，且通入幔內。 來六19

• 遵守主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
• 拋錨定泊在神的裡面，〝住〞在祂裡面
• 藉著遵守主的命令幫助住在、定泊在神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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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
向他顯現。 約十四21

• 遵守主的命令幫助我們更清晰看見神。

• 這裡主的顯現是指聖靈的工作，主耶穌藉著聖
靈要將祂自己顯現在遵守祂命令的人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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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摯愛至寶
• 「誰能使你來到我這裡，擄掠我的心，使我的

心著迷；以致我忘記自己的敗壞，牢牢地抓住
你，成為我此生至愛至寶。」 奧古斯丁

• 我們並不需要順服完所有的命令，神才會向我
們顯現；我們只要儘量按所知道、所聽見、所
讀到的，知道一條命令就去遵行，知道另一條
命令也去遵行；主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
的，……我要向他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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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人也常避免提遵守主的命令

可能是深怕違背了「得救是本乎恩」、
「我們是因信稱義，不是因行為稱義」、
「凡以遵行律法為本的，都是被咒詛的」
等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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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是本乎恩

• 救恩幫助我們有力量遵行神的道。

• 留意遵守主的命令，會幫助我們更進入
那個得救的信心裡面，從而更明確的意
識到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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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家名言

我讀聖經時，常常會留意有沒有我
還未遵守的命令。

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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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命令

• 要幫助我們真實活在得救的信心裡面。

•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耶穌基
督的名，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
相愛。 約壹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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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信心兩大命令
遵行主的命令，是新約聖經裡使徒約翰明確說
到的，他似乎將神的命令總結為愛與信心兩大
命令，而新約聖經提到的一切命令，也差不多
都能歸結為這兩方面，並且都能引向結出聖靈
的果子來；因為約翰說，人若遵守神的命令，
就可以住在神的裡面，而住在主裡面就能多結
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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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盼望的命令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
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
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十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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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主裏面就能多結果子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
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

約十五5
• 人若遵守神的命令，就可以住在神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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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加五22-23

• 留意像聖靈果子這些美好的事，既然律法
沒有禁止，就一頭栽進去，投身其中，自
由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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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錨於生命的長成

• 就像婦人懷了胎一樣，知道腹中的生命會成
長，有一天會達到豐盛、全備、甜美，而且
滿足。

• 神的話是生命的栽種。

• 像生命的種子一樣自然成長，直到結實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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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主的話，也照恩膏的教訓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
存在心裡。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裡，
你們就必住在子裡面，也必住在父裡面。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約壹二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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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錨於永恆
1.被主的話浸透：拋錨於主的話
2.被聖靈浸透：拋錨於無限量的聖靈
3.進入內室：拋錨於至聖所
4.讚美——神聖的習慣：拋錨於屬天的寶座
5.默觀與飛翔：拋錨於神同在的隱密處
6.遵主命令：拋錨於生命的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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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長出聖靈的果子

• 神的道也是這樣，你應該把它想成是種
子栽種在你的心裡，有一天要長出聖靈
的果子來；所以你就帶著這樣的態度去
接受它、懷抱它、栽培它、遵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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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而行，凡事都可行

• 也就是說，我們不再是圈在「該做什麼、不該做
什麼」裡頭，而是自由而行，凡事都可行；對那
些沒有律法禁止的美好事，就像愛、喜樂、平
安…這些聖靈果子，我們自由快樂著去行。

• 選擇伊甸園的生命樹，在神裡面奔放的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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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要像祂

常說：「我要這麼做！」而非：「我不
能…我必須…」我們只要去愛、去歡笑、
去讚美；發現自己不夠時，或被別人批評
時，對自己說：「過一陣子我一定會變得
更好，因為我們必要像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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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愛的命令，神叫我們彼此相愛，我們
就跳進去，讓愛淹沒，成為愛的化身，那
是沒有律法禁止的事，是神的命令；所以
我們就是，任何時候，一想起來，就去愛，
也去領受愛，不用想太多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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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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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三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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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愛是永不失敗

不知做什麼好時，

去愛，

總是不會錯、不會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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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愛永遠不會不夠

換句話說，

就是有愛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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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愛是永不隔離的

只要去愛，

你跟神就是連結的，

跟人也是連結的，

不用再活在孤寂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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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愛是永不凋殘

當有一天，我們的生命逐漸凋殘，甚至到
老年癡呆，連自己的兒女都記不得時，你
若原來是有愛的人，那愛仍會持續下去。
愛是常存的，如神一般有實體，是有形有
體的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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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命令包括要喜樂、歡笑，這是另
外一個沒有律法禁止的事。你可以盡
情地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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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起來總沒有錯

如果你不知道做什麼好，
喜樂起來總沒有錯。

榮耀秀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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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像我們的主

正當那時，耶穌被聖靈感動就歡樂，說：父啊，
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
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啊！是
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路十21

• 試試看，當你不知道做什麼好的時候，喜樂起
來，就說，感謝讚美主，然後對自己笑一笑，
歡樂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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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耶穌的面具

• 「你如果戴上耶穌的面具，戴它二十年，
你就會變成耶穌的樣子。」

《納尼亞傳奇》的魯益師
•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

神啊，我的神，我要彈琴稱讚你！
詩四十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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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是恩典，但也是命令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腓四4

• 沮喪、鬱悶、失意、苦毒，會奪去我們的喜樂，也
會遮蓋住神的榮光，使我們無法意識到神的同在，
也不活在信心中。

• 充滿愛、充滿喜樂，戴此面具二十年，像神一樣的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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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革命性的影響

• 知道要常常喜樂是神的命令，就全心全
意去遵行。

• 對一件事擔憂著、想跟人爭個理、吃了
虧等等，都不是最緊要的事，先掃除心
裡頭的陰霾，恢復喜樂明亮才是最優先、
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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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語和命令
牽引我們更靠近神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舉目。看哪，僕人
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
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
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耶和華啊，求你
憐憫我們，憐憫我們！因為我們被藐視，已
到極處。 詩一二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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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出一個喜樂的泉源

• 「我拒絕這些烏煙瘴氣，我要有耶穌的
喜樂！」 吳漢斯牧師

• 你可以像洗過澡似的，心中的陰影掃除
一空，重新得力，完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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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這麼做，忍耐著得勝

並不是每一次這樣做，都會經歷立時的改
變，有時候會需持續這麼做，忍耐著得勝。
但就是這樣的操練，一段時間後，成為一
個常常喜樂的人，失去喜樂變成例外；有
時候好像快失去喜樂了，會很快起來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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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蘋果，失去常常喜樂

•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
聖靈中的喜樂。 羅十四17

• 一百元九個蘋果和一百元十個蘋果影響我們的內心

• 你看，有時我們頋能會因為一顆蘋果，或是跟人爭幾
個零頭，而失去天國。你看重哪個呢？

• 這是神寶貴的命令，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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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亞！讚美主！

以前教會有一位夏伯伯，是大學同學的繼父，88歲信
主，活到90歲。他是經濟學教授，曾經擔任《自由中
國》的主筆，非常傑出。他信主以後來我們中間聚會，
很認真學習；後來夏媽媽告訴我們，自從夏伯伯信主
之後，遇見夫妻鬧彆扭，對嘴對了幾次以後，夏伯伯
就會站起來，轉身舉起手來說：「哈利路亞！讚美
主！」然後離開現場，沒有繼續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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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進去，投身在其中

神想要我們跟祂一樣喜樂，我們應該跳進去，投身
在其中，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我們應該彷彿懷
抱喜樂的種子，讓喜樂的靈在裡面發芽滋長，有一
天結出喜樂的果子，那是聖靈的果子。即使你還沒
有意識到它的成長，還是可以對自己說：「過一陣
子我一定會變得更好，因為我們必要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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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太六34

•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腓四6

•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
你們。 彼前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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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怕，只要信

•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詩卅七5

•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
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西三15

• 耶穌聽見就對他說：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
就必得救。 路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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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教士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

當年她在中國當宣教士，1949年共產黨取
得政權，宣教士都被迫離開中國。她從河
南離開，來到上海，第二天她有兩個選擇，
她知道一定要跟隨主，不要自己作決定，
但一直沒有得著該怎麼走的確據

40



不要憂慮的命令尚未遵守

• 後來主在她心裡對她說話，主說：「我已經
寫在聖經上叫你不要憂慮的命令，你沒有遵
守，怎能期待我告訴你應該怎麼走呢？」

• 第一優先不是要把事情搞懂、搞對，而是要

先持守裡面的平安和喜樂。

41



先遵守不要為明天憂慮的命令

• 她回應主說：「主，我不要為這事憂慮了，我
要先遵守你不要憂慮的命令。」她很平安地去
睡覺，榮教士告訴我們，第二天早上醒來，不
知道怎麼回事，卻自然地知道應該怎麼走。

• 先遵守神的命令，不為明天憂慮，神會幫助我
們所憂慮的事。

42



殷海倫對信仰沒很大的興趣

一位老師母殷海倫，跟夫婿萬約瑟牧師在美國威
斯康辛州的密爾瓦基（Milwaukee, Wisconsin）
建立了教會，而且有非常美好的服事。殷海倫師
母年輕時得救的經歷有一點特別，她來自很高貴
的家庭，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但這個女兒像
許多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孩子一樣，對信仰沒很大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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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你加冕的日子嗎？

那一天下午，她的父母都去參加羅炳森師母的
聚會，20幾歲的海倫一個人在家，有點無聊就
去彈琴，琴譜上有一首詩歌「今天是你加冕的
日子嗎？」她彈了一會兒以後，心裡面出現一
個意念：「我知道，如果今天主再來，一定不
是我加冕的日子！」因為她沒有好好跟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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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將不再給她機會
她停下來，蓋上琴蓋，就去聚會，心裡希望別讓
爸爸看見。一進到教會，發現小小的地方坐滿了
人，只有她爸爸正對面有一個位子，她只好坐下
來。坐好之後沒幾分鐘，在另一邊的角落有一位
弟兄起來說了一段方言的訊息，意思是今天的聚
會中有一個人，如果她今天再不歸向主，主將不
再給她機會。那位弟兄聲音很小，她根本沒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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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心歸給神

但是有一部份人聽見了，就同聲禱告；過
了一會兒，羅炳森師母的同工布魯克長老
走到這個女孩身旁，把手放在她的頭上說：
「女兒，你不覺得這是把你的心歸給神的
時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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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她得救了

這女孩的防線終於崩潰，開始哭泣，那一
天她得救了。後來羅炳森師母跟一位同工
翟師母，教導這個初信者一些事，特別要
她注意一些新約聖經中含著神命令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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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信主時，屬靈的長輩給我幾段主命令
的經文，如果將我放在荒島上，只給我
這些主命令的經文，我的屬靈生活也能
繼續長進。

殷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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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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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三4-8上

49



聖靈的果子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加五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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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不憂慮與思想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
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應當一無掛
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
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
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
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腓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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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新人，思念天上的事-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
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
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
在榮耀裡。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
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
拜偶像一樣。 西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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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新人，思念天上的事-2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當你
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但
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
惡毒（或作：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
語。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
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
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西三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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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四25-32】-1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
我們是互相為肢體。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
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從前偷竊的，不
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
給那缺少的人。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
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人。

54



【弗四25-32】-2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
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
惡毒（或作：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
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
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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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二9-21】-1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
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
要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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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二9-21】-2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們
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與
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
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
或作事）；不要自以為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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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十二9-21】-3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
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親愛的弟兄，不
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作：讓人
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
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
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
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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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讀聖經來平衡

• 法律訴訟、告上法庭（保羅、主耶穌）

• 借貸與否？

• 含怒到日落（脾氣要煞車、約束：大衛
和拿八、亞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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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說：「命令的總歸就是愛。」提前一5

• 我們若因為要遵行某一項新約中的命令，卻
變得很死板，甚至粗魯、尖銳，帶給人不便
或是令人不舒服，失去了愛，也失去了該命
令的精髓了。

• 有些命令是相對的，抓住精意去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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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彼此虧負
3丈夫當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
此。4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
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
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但趁
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林前七3-5

• 保羅的經典教導，許多的人不以為意，成為婚
姻中的單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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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留意遵行的命令

• 新約聖經中，還有一些我們當留意遵行的命
令，像是：不要發怨言、凡事謝恩、不要批
評論斷、不要怕只要信、要叫基督的平安在
你們心裡作主等等。

• 神的命令有時常不是絕對的、刻板的規條，
就像保羅說我們的愛心也需要有見識，我們
需要找到其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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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要一味的款待

• 勉強並不美，找到精義

• 要對方快樂，而不是困擾

• 從對方的需要來請客，不是自己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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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主的二條軌道

遵守主的命令和多花時間親近神、等
候主，是追求主的兩條軌道。遵行主
的命令、遵主旨意、活出愛、活在信
心道路中就是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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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條軌道也互為因果

• 這二條軌道也互為因果，遵行主的命令使
我們能住在主裡面，也就是更活在神的同
在中；而多親近主，活在神的同在中，給
我們更好的動機與力量，來遵行主的命令。

• 活在神的同在中也要在信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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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信心住在神裡面

• 西德馬利亞姐妹會宣教士的提醒

• 遵守主的命令、在主旨意中的同時，就是住
在神裡面。

• 盡情的在主的愛、喜樂中、光明中、信心中，
表達生活與神同行。

• 看先聖先賢的腳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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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有耶穌基督在裡面
5你們總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沒有，也要自己
試驗。豈不知你們若不是可棄絕的，就有
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裡嗎？ 林後十三5

• 枝子已經在葡萄樹上

• 憑著信心與主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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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拋錨於永恆】
第六課：遵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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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肩上望

喜樂
——摘自《吳老牧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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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1
我們絕不會喜樂到像神所要求於我們的那樣喜樂，
直等到我們悔改了我們的一切憂鬱和陰暗。

• 我以耶和華為樂，這就是真正的釘死老我之道。

• 喜樂是信心的要素，是一種得勝的表現，勝過
了撒但和牠一切的魔軍。

• 出於信心的禱告，乃是一無掛慮且充滿喜樂的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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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2
• 有了信心，你就不能不喜樂而讚美了。

• 當你悶悶不樂時，你就是閂上門，不讓神進來。

•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有時候我
們必須努力的來達到這個要求；我有時候一連兩
三天都在說：『我拒絕這些烏煙瘴氣，我要有主
的喜樂。』

• 任何有泉源（主自己）在裡頭的人，不能不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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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3
• 世上最快樂的人，乃是背起十字架的人。

• 沒有什麼能夠像靠主而得的喜樂，那樣
使人華美的了。

•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
喜樂。 腓四4

——摘自《吳老牧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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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翰福音十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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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信徒要見主而當持有的資格，那就是遵守
基督的命令。若實踐這些就能得到神和基
督的愛(羅8:28-39)，同時在現實生活中
也能體驗到耶穌的顯現(徒23:11；提後
4:17)。 ──《參聖經精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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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默想並學習操練簡單命令的經文

2.背誦簡單命令的經文

3.紀錄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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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默想並學習
操練簡單命令的經文

從“愛”、 “信心”、“常常喜樂”、
“應當一無掛慮”這幾個命令中的經文一
次選出一個，作為自己本週的默想及操練
，留心其心路歷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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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誦簡單命令的經文

本週試試背下作者提醒我們的基本命令：
林前十三4-8、加五22-23、西三1-10、弗
四25-32、羅十二9-21，也可以每天選一段，
用餐前讀，每次二遍，也能達到熟讀於心
的效果。

77



3.紀錄並分享

本週上述的操練，可簡要記錄，在群
組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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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禱告】

主啊！

賜我力量能遵行你的命令，

讓我的生命更多被你話語改變，

讓我更多進入你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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