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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ster's meeting with Minoru 

這首詩歌是給姊妹的一首詩歌，如果我是一位姊妹，但我是一個弟兄，不是姊妹，另一方

面，所以弟兄也都是姊妹，在主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我們都是女性，都是獻給這位基督

作為丈夫的貞潔童女，所以在屬靈上來說，所以所有弟兄都需要學習作女性，的確是，這

是一個對的態度，這首詩歌，我很喜歡，因為這首詩歌的靈是詩歌的作者在這裏有一種的

態度，就是把自己向主敞開，讓祂來得著我們，也讓主有自由，這就是在我們全人裏面讓

祂有安息，來作祂所要作的，這就是一個姊妹的靈，這首詩歌說，從我活出你的自己，這

意思就是說，在我裏面有路，在我裏面有路，一再一再他說，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上

能隨意，你看見這種的靈，主阿！願你的旨意成就，願你在我身上有路，我不過是透明用

器，為著彰顯你祕密，第二節，殿宇今已完全奉獻，我們身體是聖靈的殿，就是我的全人

現在都已奉獻，我要除去所有的不潔，但願你的榮耀火燄，今從裏面就露襭。全地現在都

當肅靜，我的身體今進供，這裏有個奉獻的態度，這裏說，作你順服、安靜奴僕，這裏有

個順服的靈，是敞開的，順服的，讓主在這條通道有路，在我們的全人裏面，第三節，所

有肢體，每個時刻，全人的每一個部分，約束等候你發言，不是在這裏說話，不是表達你

的意見，而是在等候，請聽，指派和指示，這就是一個女性的靈，沒有因受對付怨尤，沒

有因懊悔倒下，你看見這個靈嗎？主阿！願你有路，主，願你在我裏面有路，藉著我，無

論你要的是甚麼，無論你的心志是甚麼，主阿！願你有路，這就是一個對的靈，第四節，

乃是柔軟安靜安息，脫離傾向與成見，你看見這個靈麼？柔軟，安靜，安息，放下我們私

下個人的傾向，當你對我有指點，讓你能彀自由定意，再一次讓主在我們全人裏面有完全

自由的發言權，自由的通路，姊妹們，你們應當務實，弟兄們也是一樣，從我活出你的自

己，耶穌你是我生命，我願意強調這一點，今天早晨，我們願意跟你們有些分享，弟兄的

確有些特別的負擔，願主有靈給弟兄一個特別的話，今天早晨，我願意一同來研讀，馬利

亞就是耶穌的母親，讓我們來進入這個，或許你大概不知道我所要說的是甚麼，你或許有

些觀念，在這裏大概知道弟兄要說的是甚麼，或許你知道一部分，但大部分你們都不知道，

新約裏面有許多的馬利亞，這裏選一個非常重要的馬利亞，大概在新約裏面被最題起的馬

利亞，李弟兄說有本書講到六個馬利亞，或許超過六個馬利亞以上，這裏指明馬利亞是一

個很特別的普遍的名字，你知道馬利亞是從那裏來，就是舊約的米利暗，That not a good 

name，那的確不是一個好名字…，如果你認識米利暗的故事，其實就是背叛，背叛，所以

你還喜歡馬利亞這名字嗎？是從背叛這裏起出來的，我先這麼說，姊妹們，首先，你如果

想要作馬利亞，你必須認識你的源頭，你和我的源頭無非就是背叛，你同意我嗎？不要以

為你是這麼的順服，不要以為你是這麼的奇妙，我們的名字是有一個源頭，你知道米利暗

是背叛摩西的，她是摩西的姊姊，因為她在這裏反對摩西，所以她對主來說就是背叛，因

此，她身上就長上了大痲瘋，最少有一段的時間，你們都知道這個故事，這就是米利暗，

舊約的馬利亞，姊妹們，你們永遠不要忘記這個，你的源頭就是背叛，天然，我也是一樣，

要有這樣的體認，對你相當的幫助，對你相當的保護，主，我甚麼都不是，我就是背叛，

天然來說，我是構成就是個背叛的情形，你知道在墮落裏面，夏娃開了門，亞當經過這個

門，走過這個，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到底是誰的錯？我告訴你，兩個都有錯，

但是如果你公平的來說，照著記載，這女人先開了門，因為她的開始和蛇對話，但那條蛇

是最後應當被毀壞的，因為是蛇受現代的試誘跟人說話，但是這個女人如果沒有回應，或

者這個女人只要轉到這個男人這裏，這個女人就會受到保護，但她沒有，這是很大的一個

錯誤，女人執意往前與撒但有直接的對話，這就開了一個門，讓撒但進來，姊妹們，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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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要用這裏聚會，要對姊妹們說一些壞的話，如果是弟兄的聚會，他要說些別的話，但

弟兄是對大家真誠，這個是事實是這樣，請聽，女人僭越，是在男人的遮蓋之下出來，而

直接的接觸，這就帶下人的墮落，她以為她能彀面對撒但，我告訴你，女人就開了門，親

愛的姊妹們，我告訴你，撒但乃是背叛的源頭，所以如果姊妹這樣作，你也是在背叛的原

則之下，這就產生了很大的問題，整個人類就產生問題，我實在願意勸勉所有親愛的姊妹

們能看見，不僅你會蒙保守，召會也會蒙保守，這些弟兄們也會蒙到保守，這乃是因著你

守住地位，就是一個女人當有的地位，照著神所命定的地位，能跟得上嗎？我再回到這個

點上，記得你的源頭，記得你的名字，在反面來，還要說一些積極的話，這一位女子，她

的源頭是背叛的，成了生下基督的一位，主把這樣一個背叛的一個人，在這個例子裏是她

成為主耶穌的母親，就是把這個人類的救主耶穌得以生下來的，請聽，你看見這個嗎？在

創世記有一個女人帶進了人的墮落，因著她的背叛，但是在馬太福音又有另外一個女人帶

下了人類的救主耶穌，這乃是因著她的順服，這兩個女人應該成為一個奇妙的對比，阿們，

你到底要作那一個？我們都知道，我們要作第二個女人，好，讓我們稍微研究一下這個馬

利亞，用四處的聖經，來看這個女人，第一個就是在主耶穌出生的時候，這是對馬利亞最

長的一處記載，這是與主耶穌的出生有關，這是特別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段經文，

我要說是兩個有關的經文，一個是在約翰第二章，講到使水變酒，主耶穌的母親馬利亞是

與這個有關，這個相關的經節是甚麼呢？是在馬太福音第十二章，主在這裏說，誰是我的

母親？你記得嗎？那是馬太福音十二章的末了，第四十六到四十九節，因為凡實行我在諸

天之上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因為馬利亞和主的兄弟都在那裏想跟祂

說話，主就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這是馬太福音十二章，在主職事的過程之

中，第四處經節，最後一處的經節，是在主釘死的時候，很有趣的，不僅在出生，就在主

釘死的時候，馬利亞從肉身的母親在場，在十字架的腳下，近到一個地步，被釘死的耶穌

會對她說話，在那裏有主奇妙的話說出來了，主耶穌對站在她旁邊的門徒約翰說，女人，

這是你的兒子，她是你的母親，這是非常美妙的一段話，這是在十字架上，我再從不是從

細節的方法來講這些事，而是點出一些的原則，好使姊妹們有所學習，學學很重要屬靈的

功課，好使你們能彀在召會中生活裏作一個正確的姊妹，首先在出生，在出生的時候，我

們知道馬利亞在那裏有天使臨到她，路加福音一章，她已經許配了給一個男子，或者說跟

約瑟訂了婚，但是還沒有結婚，就在那個時刻，天使來了，他說，你蒙大恩的女子，第二

十八節，蒙大恩的女子，主與你同在，因為主與你同在，看哪，你將懷孕，生子，要給祂

起名叫耶穌，祂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這就是說祂稱為至高的神，主神要將祂祖大

衛的寶座給祂，這就是作以色列的王，最後祂要作雅各家的王，這就是神國度的中心，這

是大的一件事，我們都知道這是說到主耶穌的身分，祂是神，祂是人，祂是神，是至高者

的兒子，作為人乃是大衛的後裔，這就是救主，天使來到，對她說，你要懷孕，馬利亞對

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

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子，天使說，三十七節，因為在神沒有一句話是

不可能的，馬利亞說，這是很好的一段對話，人，天使之間的對話，看哪，我是主的婢女，

這實在是好，情願照著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很喜歡這個，姊妹們，我要這樣說，要作

一個正確的姊妹，用這個作例子，作為一幅圖畫，就給我們看見一些某些的原則，這個原

則就是，你知道在新約裏面，特別若要有一個正確新約的服事，一個正確基督徒的生活，

正確基督徒的事奉，到底是甚麼？很簡單的就是要生出基督，這是你們所應當作的，就是

要生出基督，不是要作別的，弟兄們，姊妹們，這纔是對主真正的事奉，主不要你作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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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或者成就任何大的偉大的工作，神在舊約裏，新約裏，只要基督，而不是從天跳

出來的基督，那不是神的原則，成肉身的原則，就是基督藉著人而產生出來，這是何等一

個聖別的思想，這就定下一個極大的屬靈原則，就是講到新約的生活與事奉，我們在這裏

日過一日就是要生出基督，我們只是一個管道，這位成肉體的管道，一個器皿來生出、產

生基督，惟有基督是人類問題的解答，惟有基督是人類的救主，惟有基督是身體的救主，

基督是一切，惟有基督能建造召會，惟有基督能醫治人，基督是神惟一給人類的解答，所

以你的工作不是解決人的問題，不是顧到這個那個，你不能，但我們有一件事是我們命定

要作的，就是生出這個，答案就是這個奇妙的人位主耶穌，這就是我們能作，也必須要作

的，姊妹們，請記得，不要忘記，你在這裏不是要作任何事，若是你要作，有一件事要作

的，就是要與神配合，作一個能彀帶進主的管道，在召會生活裏面，在家庭生活裏，這是

你應該作的，主！ 

2－Sister's meeting with Minoru 

我就是一個管道，讓你能成肉體，讓你能彀被生出來，惟有你是完滿的答案，惟有你是一

切，謝謝你，你看見這纔是一個對的觀念，你跟得上我嗎？但是要成為這個流通的管道或

者憑藉，還需要有一些的要求，這些就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條件，我要先這麼說，你必須

是一個童女，這是很簡單的，這件事就是說你必須是個純潔的人，一個不被玷污的人，一

個單一的人，一個從來沒有結過婚，認識男人的人，但我是講到屬靈的這個意思如此，一

個童女乃是一個不受玷污的，沒有接觸過任何別的人，親愛的姊妹們，你要真要帶下基督，

你必須是一個童女，不認識任何別的男人，沒有別的丈夫，沒有別的關係，你單一的與這

位真正的丈夫有關係，那就是神，今天這位神就是基督，對不對？要這麼的純潔，姊妹們，

那要非常的純潔，真實的純潔，指明我們對基督的單一，這是一個奇妙的事，對神來說是

美好的，在召會生活裏，這一位姊妹她只認識基督，單一，哦，何等一個條件，主阿！使

我們成為童女，如果你不是，你就不彀資格，第二件事，你必須是一位蒙恩的人，在神眼

中蒙恩，那你會說，那這不在我阿，God will find favor with whoever you want to find favor 

with，只要 3:40…，這我能作到，對了一半，你不認識神臨到你嗎？所以你沒有辨法作甚

麼，但還有另外一面，你必須在某一種的情況下，神可以使用你，使你在神眼中蒙恩，使

你能彀接受這特別恩典，那一個條件是甚麼？我題過一件，那就是你必須是童女，但我用

今天的詞彙來講，就是說，我們今天必須與主之間有一種特別的關係，就是與主之間有同

一種的親密，姊妹們，你要能彀懷基督，生出基督，你必須是與基督是親密的，你必須與

主有個人、情深、私下的關係，你必須認識主，你必須與主之間有某一種的交通，時候到

了，主就會使你蒙恩，你跟得上我？如果你是一個姊妹從不花時間跟主在一起，從來不跟

主交通，與主從來不親密，你想主能眷臨你，能彀使你蒙恩嗎？這個根本不合理，對不對，

最後，她從主懷了孕，姊妹們，他只能說這麼多，你必須建立這樣一種的生活，與主耶穌

有個人，私下，情深的關係，在那個時候，我告訴你，有些恩典會臨到你，特別的恩典就

會臨到你，我想你知道弟兄說的是甚麼，這恩典的臨到，其實就是那靈的臨到，今天，靈

意在希伯來書說乃是恩典的靈，甚至我要這麼說的，靈就是恩典，靈來了，今天這靈乃是

耶穌基督的靈，這裏說到基督來了，恩典就來了，約翰一章說到恩典就是基督，來作我們

一切，也為我們成就一切，這就是恩典的定義，所以當靈來的時候，來陰庇，來充滿你，

這就是神自己來了，你在這裏不用作別的，僅僅是一個接受，接受一個奇妙的恩典，接受

神臨到你，神不是臨到任何一個人，神不能臨到一個沒有豫備好接受祂的人，神乃是來到

一個在祂眼中蒙恩的人身上，你必須附合某一些的條件，纔能成為神恩典的接受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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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作恩典，這裏講到陰庇這個字，那裏要，保羅說，乃是恩，哥林多後書，這裏講到這個

恩典，或者靈的陰庇，護庇，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歷？有的時候跟主在一起，這麼的恩典，

在跟主的之間的時間這麼跟主親近，他覺得他整個人對主，被主，懷抱主，他這裏有一個

10:03…，就在這裏護庇整個人，我不知道我人在那裏呢，但姊妹們，你們如果沒有花時間

跟主在一起，沒有這樣的時間就沒有這樣的經歷，主對你來說是 10:23…隱藏的，對你來

說不是特殊的，特別的，這就不是陰庇的靈臨到你，主不光作為那靈的陰庇你，更重要的，

祂也是在你的裏面，使你能彀懷孕，他在這裏說，馬利亞乃是，在馬太福音，在那裏乃是，

她的被發現是從聖靈懷孕，不僅聖靈是在你身上，聖靈是在充滿你，我告訴你，這樣的靈

就是經過過程終極完成的三一神作為恩典，作為神的好處，就是臨到我們，這一個就會產

生這個懷孕，這個就是成孕的那個時刻，越有這樣多的時間，就會越接受基督成孕，你知

道我說的是甚麼，我知道這是我的經歷，當我這樣的與主在一起，主裏面有些東西就懷在

他的裏面，在他的屬靈的胎裏面，其實今天就是我們的靈，我們的靈就是基督成孕的地方，

這基督已經在我的靈裏了，我是講到經歷，這是另外一個原則，另外一個點，在這裏講

wonderful 12:47…，不僅那靈臨到馬利亞，主的話也臨到馬利亞，是藉著天使臨到，姊妹

們，你需要主的話，主活的、現今的、及時的話，或許不是藉著天使，在今天是更直接的，

13:20…是藉著內住的靈對你說話，這樣的說話總是為了基督的成孕，今天早晨，姊妹們，

你們有沒有從主耶穌得著一句說話，如果還沒有的話，大概這裏還沒有成孕，但如果你從

主接受了一些說話，這就指明這些事要發生，主阿！我需要你及時的說話，主阿！對我說

些話，你的奴僕在這裏，對我說話，這是撒母耳所說的，小撒母耳，耶和華對他說話，他

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所以他就問了以利，最少以利有一件事作的對，那就是神要對你說

話了，下次這個話再臨到，你就說，主阿！對我說話，我在這裏，姊妹們，你們需要與主

有這樣一個時間，不是對主說話，最好安靜，姊妹們，停止說話，要對主說，主阿！對我

說話，你的婢女在這裏，使女在這裏，你的婢女，你的僕人在這裏，主的話要臨到你，你

也需要某一些的條件，這主的話不是臨到任何人的，必須臨到一個願意相信的人身上，願

意接受的人身上，一個完全不背叛的人身上，你有這樣的條件嗎？難怪主的話少有臨到你，

因為我們全人還滿了背叛，在這一個順服的人身上，主的話一再一再豐厚的臨到你，沒有

主的話就沒有成孕，不僅靈需要我們這是成孕所必要的，主的話也是我們成孕所必要的，

這就是為甚麼要讀聖經，我們需要在主這裏有個親密的禱讀主的話，乃是在這個親密的禱

讀之中，主的話臨到我，甚至一句話，一句話，那個話就是基督的成孕，主的話，哦，你

要 16:54…主的話，你要記住主的話，渴慕主的話，在以賽亞書說，主阿！在這裏開通我

的耳朵，給我一句話，給我一句話，主，我需要你的話來生出基督，要豫備好，要聽，不

要說，要聽，另外一個點，主的話臨到之後，馬利亞說，我是主的婢女，情願照著你的話

成就在我身上，這裏又有另外一個點，靈來了，主的話來了，你的態度是甚麼呢？姊妹們，

你必須要有一個婢女的靈，我是一個奴僕，我不是主人，我不是帶領人，我今天在這裏就

是一個卑微的奴僕，這個怎麼樣，姊妹們，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只是一個卑微的奴

僕，就是在召會裏，奴僕的意思，你就是在這裏，在主和聖徒的使役之下，差役之下，你

在那裏不帶頭作人的事，只是在這裏受帶領，只在這裏受人，聽命，聽命，就是作你的奴

僕，你沒有權柄，你這裏不要求，沒有地位，也在這裏不要求地位，就簡單的就是一個卑

微的奴僕，這個怎麼樣？另外一件事，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很喜歡這個，我喜

歡這個，這就是說，無論甚麼，我無何所說，我不願意沖淡你的說話，我不願意指引你的

說話，我也不在這裏拒絕你的說話，無論你說的甚麼，情願照著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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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這要求你要死，對你的遍好死，對你的傾向死去，對你的渴慕，渴望死，對你的

意見死，馬利亞可以說，天使阿，我不同意這個，給我一個選擇，計劃，最好我有個計劃

好不好？好商量商量，我們妥協一半，我想天使會說，再見，我到另外一個 21:11…，不是

的，不是的，情願照著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我告訴你，這個功課很難學，無論你說甚麼，

這是完全順服的功課，順服總是與信心有關，信心沒有順服是死的，順服乃是活的信心的

作出，阿們，信心的表記就是順服，亞伯拉罕被算稱為義，不是因為他有偉大的信心，因

為他簡單的相信、接受神的應許，不是你的工作要來作任何事，你所要作的就是說，阿們，

阿們，願你的旨意成就，願他們得著，照著你的話，那個阿們，那個順服就是真正的信心，

你不需要很偉大的信心，你需要更多的順服，姊妹們，這就是要生下基督，你喜歡這個嗎？

好，繼續，還有幾件事關於馬利亞，不僅是跟生出耶穌有關係，還有一件事很要緊，關於

這個生出基督這件事，就是她與約瑟的關係，這很重要的，姊妹們，你們與弟兄們中間的

關係，或作為妻子你跟丈夫之間的關係，原則是一樣的，你知道約瑟，馬利亞訂了婚，約

瑟發現馬利亞懷了孕，約瑟是一個義人，訂了婚，未婚妻懷孕了，這個是不義的一件事，

第十九節，他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退了，就是把她

休了，就是從這個解除婚約，就是暗暗的作，約瑟太羞恥的一件事，對他來說，也是對馬

利亞來說，最大的羞辱，這個她會被社會拒絕，你看見這個點嗎？這裏這個點是甚麼？我

要先說幾句話，姊妹們，若要再讀下去，要準備、豫備好接受這基督的羞辱，在希伯來書，

摩西在這裏與以色列的百姓一同受羞辱，比埃及的財富更為美，你若真要生出基督，必須

要背負某一種的羞辱，就是在世人中有一種羞辱，姊妹們都不願意蒙羞，每個姊妹都希望

得人稱讚，被人尊重，誰願意背負羞辱的，若是你沒有豫備好要背負主的羞辱，就不能生

出基督，我們在主的恢復裏，的確就是背負一種的羞辱，在親屬的眼中，在不信主的人眼

中，你知道我的意思，你沒有豫備好怎麼作，就不能生出基督，或者要作一個愛主的人，

要放棄許多的事物，跟隨主，其實也是一種的羞恥，羞辱，這為著帶下基督是必要的，她

跟約瑟之間的關係怎麼樣？這很重要的，不僅關於生出基督而已，而是關於如何來保守這

個小小的耶穌，這個小嬰孩耶穌出來了，立刻撒但要毀壞這個小耶穌，藉著希律，所有的

兩歲以下在這裏都要被殺，他們要立刻要逃走，要逃到埃及，要再回來，來到拿撒勒，這

些都是約瑟所帶頭的，約瑟也作了一個夢，從神來的夢，姊妹們，一方面，你們過去有天

使臨到你們，甚至主直接的說話，但是讓我們給你們一個平衡一下，你們需要這個留在約

瑟之下，你需要在男人之下，我說這個話是今天不受歡迎的，這是受男人的壓迫，這是個

現代，現今的時代了，姊妹都得解放了，禧年，又把我們又放回到男人下面，這不是我的

話，這是聖經的話，其實神永遠的定命，神是基督的頭，基督是男人的頭。 

3－Sister's meeting with Minoru 

不要跟我爭辯，跟神爭辯…，最好不要跟神爭辯，沒有爭辯的話，恩典會臨到你，只要說

阿們，姊妹們，你們說阿們嗎？阿們，魔鬼不願意…，我要升到，我要像神，那就是背叛，

這一位馬利亞是何等的美麗，一面她有主直接的說話，她也是生出基督的，就是這個女人，

弟兄們，我們若要生出基督，我們也必須作馬利亞，約瑟不能生出基督，只有馬利亞，但

就著另外一方面來說，還需要約瑟，弟兄們或許沒有這個生命能生出基督，但是姊妹們，

弟兄們有這個地位，為著保護，維護，你或許可以生出基督，但要維護這個基督，你們需

要弟兄們的帶領，他們從主接受異象，也有主的命定，你沒有得著這個，這是你們沒有的，

所以你們要必須跟隨約瑟，我不要去埃及，我有主的話，要生出，如果你這麼作，你的耶

穌就會被殺，你必須跟隨約瑟，聽約瑟，順服約瑟，你的基督纔會被保守，不僅不要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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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也要說一些話，要學習不懷疑、質疑弟兄們，弟兄們都笨的很，很笨，我知道，我

認識真理，我有主的話，讓我告訴你，我不管你有的是甚麼，只要跟隨弟兄們，聽弟兄們，

姊妹們，這是在召會生活裏面很重要的原則，你不這麼作，不管你生出的基督都會被破壞

掉，我見過這些事，這是很有趣的，弟兄們總是愚昧的，姊妹們總是精明的，不知道為甚

麼，就是這樣，我想這個是神的創造，我想夏娃比亞當更聰明，聰明到一個地步，她開了

門讓撒但進來，如果她說，哦，亞當你最好跟蛇說話，現在你讀的聖經是另外一本不同的

聖經了，我不知道，但你知道我的重點，姊妹們阿們嗎？你願意跟隨愚昧的弟兄們？不容

易哦，真不容易，不容易阿，你必須要死，跟著你這個笨的丈夫，我看過，丈夫是笨到一

個地步，妻子聰明到極點，不知道這兩個怎麼會結婚的，這是就發生了，妻子阿，他真笨，

我看的太清楚了，或許他再笨，他真笨，你真聰明，不是笨和聰明的問題，而是在於認識

在宇宙中的一個次序，在這裏是關乎到是不是抵擋宇宙中的元首權柄，這是要學的一個很

大的功課，就是順服權柄的功課，遲早姊妹們會碰到這道牆，不經過這個，你的基督就會

被破壞掉，我不否認你能彀生出基督，但這位基督不會受到保守，信弟兄的話，信弟兄的

話，這不是一種所謂的順服，中國女士的 three virtues，這乃是一幅美麗配搭的圖畫，男人

需要女人，女人需要男人，姊妹在這裏有生命的，但弟兄們在這裏有地位，我們是講到 7:09…

in principle，我告訴你在這個配搭的裏面，而基督被生出也蒙了保守，成為人類的救主，

所謂在身體裏的救主，這是不是太好了？配搭，配合，跟弟兄們配合，跟帶領的弟兄們合

作，就是在眾召會中，我很喜歡這些點，還有一點關於馬利亞的，我很喜歡這個…7:53，

這位馬利亞認識聖經，她跟以利沙伯的這個申言裏面，完全證明她對舊約裏是精通的，不

僅對她豫言來是必要，她對聖經的認識使她能彀…主耶穌，主耶穌作為一個人是從馬利亞

學得許多的經節，我不想 8:39…是藉著約瑟，而是藉著馬利亞，如果你沒有主的話，你的

兒女就不會有主的話，你必須要讀聖經，認識神，你必須要認識真理，這不是弟兄們的問

題，很多時候是姊妹們所需要的，為著你自己的申言，人人都可以申言，你們也需要在聚

會裏面申言，對不對？來建造召會，你需要這樣知識，把他們傳遞給下一代，你自己的兒

女，召會中年輕人，年輕的信徒，你們要把耶和華的知識傳輸給他們，就是在主話中的真

理，所以你需要認識主的話，馬利亞是這樣子，另外一個關於馬利亞的點，在有兩三處的

地方，這裏說到馬利亞聽了一些話，就把它藏在或放在心裏，主耶穌十二歲的時候，她以

為祂走迷了，因為祂在會堂裏教導，找到了主耶穌，她說，你在這裏作甚麼？主說，我必

須以我父的事為念，當然主耶穌還跟著他們回家了，但是馬利亞聽見這樣的話，記在她的

心裏，這就表明她有一種敏銳感，對神的說話敏銳，甚至對年幼的主耶穌的說話，她都是

把它藏在心上，放在心裏，姊妹們，盼望你們心裏不要藏許多別的東西，而是把主的說話

藏在你的心裏，或許有的時候你會聽到一些聖徒說一些話，我不是說閒談，那就是你對這

個情形，你有觀察，對這個事情有甚麼敏銳，但是把一些事情放在你的心裏，這是一個智

慧的一個表記，姊妹們，我盼望你們不要談論很多，很多時候你們談論是沒有辯別的談論，

智慧，而是把一些事藏在你的心裏，時間會證明，時間會試驗甚麼是真實的，不要對一個

情形立刻說話，你總會後悔，藏在心裏，存在你的心裏，讓時間作這個試驗的工作，繼續

往前，因為時間的緣故，我把下兩處經節併在一起，就是在迦南婚筵的這件事，你們都知

道這故事，酒用盡了，立刻，馬利亞這個母親，我知道這個人可以施神蹟，作神蹟，馬利

亞說的對，馬利亞來到主這裏，說了一些像相當，很多時候姊妹就這麼說話的，她不說，

主耶穌，耶穌，作些事吧，那不是很聰明，姊妹們更聰明，就來到主這裏，There is no more 

wine.她沒有告訴主要作甚麼，真是要主作事，姊妹們，你們就是這樣，你們說些話，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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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據事實用，其實你在告訴人要怎麼作，甚至告訴主耶穌該怎麼作，帶領弟兄們，There 

is no more wine.你聽起來很真實，是真的嘛，其實你在告訴弟兄們該怎樣作，對不對？你

同意我的話？該作一些事了，作一些事吧，14:59…還站在這裏，耶穌 15:02…。這是甚麼？

這就是藏在事實後面的意見，所以耶穌對她說，婦人，其實婦人這是一個尊稱，不敬虔…

15: 30，也不是太糟，但婦人，這麼說的意思，就主使祂自己與她有區別了，你以為你是

我在肉身的母親，你跟我有內線，可以告訴我作一些是別人沒有辦法告訴我作的事，不是

的，婦人，我與你何干，就是我與你有甚麼關係，何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姊妹們，你

們需要認識你的地位，或許你看得見情形，或許看得到需要，不要到主那裏去，這樣的到

主那裏去，有的時候，我們的禱告，就是怨言的禱告，主阿！召會是這樣子，弟兄們甚麼

事都不作，主阿！作些事吧，有沒有這樣禱告過？聽起來很好，其實這就是天然的人，這

是我們天然的人，天然就是天然，不屬靈，從一個好心出來，而要更多的酒了，心是好的，

但是卻是天然的，這就逼著主要說一些話，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攪擾我，你為甚麼要我

參到這個事裏面，姊妹們很喜歡來人家來參與這些事，參與這個參與那個，他經常收到電

話，18:10…，經常接到電話，有的時候，你知道，姊妹們都是帶著好心，弟兄阿，你知道

發生了甚麼事了嗎？只有你纔可以作些事啦，作些事吧，你為甚麼不作些事？我能說甚麼，

我不能說，婦人，我與你何干？這姊妹就永遠被得罪了，可憐的弟兄阿，阿，謝謝你，謝

謝你，再見，我不能說是，也不能說不是，只能說謝謝，再見，我告訴你，我的靈在這裏

摸著一些天然的東西，完全就像這個一樣，不是對錯，是天然或是屬靈的，一個屬靈的人

不會這麼作，這不是說我們不交通，我們是交通，卻不是以這種方式來交通，姊妹們，你

們必須極深的釘死你們天然的人，這不是在生命的範圍裏，作一些有用的姊妹，就必須作

一個否認天然人的姊妹，甚麼是認識生命，認識生命就是否認你天然的人，那纔是真正認

識生命，越否認天然人，你就越認識主，你就越認識靈，另外一個故事，他們在那裏等著

看耶穌，就在這房間的外面，耶穌就說，誰是我的母親，那是一個記號，那表記說，主耶

穌要放棄這個猶太人，因著他們反對耶穌，這就是這一句話，在這裏需要學一個功課，不

僅天然的人，這裏講到天然的感情，對姊妹來說是很難，對弟兄們也是一樣的，就是天然

的情感，在召會裏，在基督的身體裏，我們在這裏沒有任何地位給天然的情感，那就是蜜，

我們稱它為蜜，姊妹們，彼此之間不要有蜜的關係，你們需要作同伴，甚至追求的同伴，

但不要進到天然的關係，一九七○年代，有一些的姊妹們，在安那翰，一班、一批的姊妹

們，我可以點出她們的名字，她們成為一個俱樂部，就是蓋恩夫人俱樂部，她們尋求主，

一起禱告，聚會要坐在一起，每次聚會都坐在一起，講話的聲調一樣，聲音都一樣，別的

姊妹加不了進到這個俱樂部裏，她們說是帶領的姊妹，帶進所謂的姊妹的流，這是一九七

六年到七八年，那個流流到許多的召會裏，弟兄當初在場，主要是在安那翰，他在 Huntington 

Beach，那個流流到 Huntington Beach，也到了德州，到了西北，到了許多的地方，都受到

破壞，一處一處的召會，某些姊妹說，我們在流中，我們是在這個姊妹的流中，姊妹們覺

得不在這個俱樂部裏的，覺得她們被排在外面，也很下沉，在這個俱樂部裏的，覺得她是

高人一等，因為這個事在他腦中，還是想想，好像是她們這些人都坐在這裏，戴著一個小

小的帽子，我不反對蒙頭帽，只是說，非常的屬靈，就坐在那裏。最後李弟兄必須公開的

說些話，一次，一場聚會，把整個事情拆掉，他告訴姊妹們停下這事，不要這麼作，為這

個感謝讚美主！這就拯救了這個情形，我在這裏告訴你們，弟兄在這裏不是一個年輕人，

他經過好幾次的風波，也在風波當中，就看見一些事，經歷一些事，都是一些醜陋的事，

這件事也是一個醜陋的事，姊妹們，不要這麼作，不要形成任何的黨，特別的一些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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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作一班特別的姊妹，只要作一個平常的姊妹，就是幾百位姊妹們中間的一位就彀了，

對你來說沒有甚麼是特別的，或許你有某一些生命的長大，或某種程度對真理的認識，但

不要成為特別，那個就破壞召會，阿們，天然的情感要注意，好，來到最後一點，你們覺

得很無聊？還好，最後一段的經文就是講到十字架，在這裏不是主耶穌的出生，乃是主耶

穌的死，她們在十字架腳下，我願意題幾個點，姊妹們，要與這一位在十字架腳下的是一，

你要在十字架的陰影之下，甚麼是神人的生活，就是活在十字架陰影之下的生活，每個人

都逃跑的時候，這些姊妹，還有別的姊妹，不光是馬利亞，與主在一起，與這位釘十字架

的耶穌在一起，那裏主說，說甚麼，很有意義的，這裏講關於使徒約翰，還有祂肉身的母

親馬利亞，祂說，約翰，這是你的母親，婦人，這是你的兒子，在這裏我們認識一些非常

重要的事，就是這裏有個生命的轉移，就是在十字架…28: 20，我們知道十字架的帶進復

活，在舊造裏面，在十字架的這一邊，是人的關係，在肉身的關係，在十字架的另外一面，

在復活裏，在新造裏，我們的關係都在神聖的生命裏，在十字架的這一邊，耶穌是馬利亞

的兒子，約翰是她的外甥，但在靈裏，在新造裏，馬利亞成了約翰的母親，約翰成為馬利

亞的兒子，就好像保羅說，提摩太我的兒子，這不是一個在肉身裏的關係，而是在靈裏的

關係，親愛的姊妹，這個點是甚麼呢？在復活，在靈裏，你應當有許多的兒子，不是從肉

身生的，而是從那靈生的，你們應該生出許多屬靈的兒子，領養許多屬靈的兒女，就是在

召會生活裏，母親就指明照顧，在帖撒羅尼迦前書作為一個乳養的母親，喂養顧惜她的兒

女，就是在召會生活裏，我們不需要姊妹們作得那麼多，或者這 

4－Sister's meeting with Minoru 

或者所謂的追求屬靈，在召會生活裏，我們需要的乃是母親，慈愛的母親，能彀顧到年幼，

新人，年輕的，在你肉身上沒有關係，或者在天然生命裏沒有關係的人，但是在靈裏，你

們要出生，誕生他們，把他們養育起來，所有的姊妹們都應該有幾個年幼的在你的照顧之

下，李弟兄說，那些小孩子，對你來說，要成為你的功課，甚至會成為你最大的保護，下

結論，在開始的時候，馬利亞生出這一個個人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馬利亞生出團體的基

督，你所生出個人的基督不是為著你的屬靈，那個是產生出許多屬靈的小耶穌，你知道，

就是主耶穌年輕的肢體，在其中你要否認你天然的人，憑另外一個生命生活，是不是說的

太多了，這些話都是弟兄對自己說的，因為他也是一個馬利亞，你們是姊妹們，盼望這些

對你們有幫助，還有十分鐘是你們的分享，就到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