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周 奇妙的灵之一 

 

周一 

 

詩歌 

補充本 105 

基督是那賜生命的靈 

 

祷告： 

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认识奥秘的事物，像你那样的认识。主，使我们

重视自己的灵，如你重视天地一般，让我们在灵里生活、和工作。 

 

读经： 

亚十二1 …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 

 

人的灵是神特别造的 

 

人的灵是神特别造的，以完成神造天地的目的。…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说，神铺张诸天

，建立地基，造人里面的灵。撒迦利亚将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天、地、人的灵。诸天是

为着地，地是为着人，而人有灵是为着神。因此，人是神创造的中心，而人的中心是他

的灵。 

 

人的灵与天地并重 

 

在神的眼光中，宇宙间有三个大的东西：天、地、人。在宇宙中，神注意天，神注意地

，神也注意人的灵。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你里头有灵，你的灵与天、地并立。…天是

为着地；没有天，地就不能生存，地上的一切，如阳光、雨水都是得自于天。地是为着

人；地上生产的一切东西，（粮食、水、维他命，）应付人的需要，叫人得以生存。人

里头最宝贝的东西就是灵，人的灵是为着神的，是用来装神的。天为着地，地为着人，

人为着神。 

 

基督徒的生活都在于灵 

 

当我们信主时，所有救恩的故事，都发生在我们灵里。我们信主之后，在主面前生命的

长进，也都是灵里的故事。所以，基督徒的长进，就是基督徒在灵里的长大。基督徒的

生活、工作甚至祷告，都在于灵。 

（那灵同我们的灵，第一章；属灵的实际，第一章） 

 

话说古时楚国有个和氏，他在山中得了一块未琢磨的璞玉，拿去献给厉王，厉王叫了琢

磨宝玉的专家来看，那人说：“这是一块石头！”厉王觉得和氏是故意拿个破烂货来欺骗

他，一气之下剁去和氏的左脚。等到厉王死了，武王接位，和氏又拿那块璞玉去献给武



王。武王也叫琢磨宝玉的专家来看，答案还是一样：“这是石头，不是宝玉。”武王又以

和氏说谎为由，再把他的右脚也剁去了。不久，武王死了，文王接位，和氏抱着那块璞

玉在山下哭，哭了三天三夜，他哭啊哭啊，直到泪也流干，甚至哭出血来。文王听说了

，派人去查看，就问和氏：“天下被剁脚受刑罚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你这样伤心哭泣？

”和氏说：“我不是因为被剁了脚伤心，而是因为这明明是块宝玉，却被说是石头。我明

明说了实话，却被别人认为是谎言。”文王听说了，再次叫琢磨玉石的人去研究那块璞玉

，果然最后磨出一块上好的宝玉，于是这块宝玉被称为“和氏璧”。后来这块玉美名传扬

，才又有了完壁归赵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看起来和氏终于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的眼泪没有白流。那么，你知道

主耶稣怎样说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26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

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主耶稣对于人的灵魂如此

重视，可惜人们却是又聋又瞎，硬把无价之宝当作石头，无怪乎主耶稣要为你哭了。 

亲爱的朋友，愿你从今天开始更加看重我们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为了外在的好处，追求

物质利益而最终舍本求末，忽视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第1周 奇妙的灵之二 

 

周二 

 

詩歌 

 

補充本 318 

頭一次的愛 

 

祷告： 

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存留我的气息，带领我步入新的一天。主耶稣，求你来倒空洁净我

心，我承认自己不过是卑微的瓦器，但我愿把这一天都交托给你。 

 

读经： 

 

创二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魂。 

 

我们的灵是盛装神的器皿 

 

创世记告诉我们，神造人，是按着祂自己的形像，照着祂自己的样式（一26；）因为神

造人，是要人作器皿盛装祂。…神所以将人造得和祂一模一样，就是为要把祂自己装到

人里面。然而，神将自己装到人里面的过程并不简单，因为神太深奥了。神是个灵，人



里面若没有灵，祂这个灵就不能装到人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不仅

按着祂的形像造人，并且在人里面造了一个灵。何等奇妙，在人里面有一个受造的灵；

而神…要进到我们人里面，神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灵。 

 

用我们的灵来接触神 

 

人不能用身体的五官来接触神，也不能用头脑思考接触神，因为神是灵。我们若要接触

神，就必须用我们的灵，（约四24，）因为人的灵乃是人接触神的器官。正如收音机里

的接收器，才能接收空中的电波。… 人一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得到主耶稣，因为主的名

就是主自己。并且…人一呼求主的名，这灵就进到人的灵里面，使人重生。然后，主耶

稣就在这人的灵里作他的生命和一切，并成为他里面真正的满足。 

（属灵的实际，第一章；主观经历内住的基督，第二章） 

 

《不戴消毒手套的医生》 

亲爱的朋友，“医生”在你心中是什么形象？是不是戴着口罩和消毒手套，非常严肃，时

刻与病人保持距离的样子？可是，世间曾经有一位医生却不是这样，祂就是主耶稣！ 

 

大家知道新约圣经中马太福音的作者是马太，但他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个当时社会

中最让人痛恨的税吏。然而，在主耶稣遇见他的那一天，主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天晚上，马太家里高朋满座，主耶稣怡然自得的，和马太的

朋友们坐在一起吃饭。席间，耶稣对马太和他的朋友们谈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

，屋子外面的人说了些什么，圣经上倒是记载了。有些没有受邀的法利赛人，看见耶稣

和税吏还有罪人一同吃饭，就向主的门徒们提出了责难和质疑。 

 

然而，主耶稣却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又说

，“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左手拿着厚厚的一本什么准则，右手持着长长的一把什么尺度，

见人就先核对一下，丈量一下。可是，耶稣来却没有衡量、评断我们，祂是来医治我们

的。因为在主耶稣眼中，我们都是需要医生的病人。祂不仅医治我们，祂医治的手还满

带慈爱和温柔。圣经上记载了许多主耶稣医病的神迹，或许那些神迹结果让你印象深刻

，但是，你注意了吗，主耶稣祂治病的过程也充满慈爱。主伸手摸患麻风的人，洁净了

他的大麻风；耶稣拉彼得岳母的手，扶她起来，她的烧就退了；管会堂的女儿死了，主

握她的手，她复活了；主摸瞎子的眼睛，瞎子得了复明。 

 

这位奇妙的救主，祂来不是定罪，祂来乃是为了医治；祂的手满带慈爱和温柔，祂摸我

们，握我们，拉我们，扶我们。祂不仅医治我们的病，为我们赦罪，祂更使我们的心得

着安慰；祂是一位不戴消毒手套的医生。让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享受祂满满的慈爱和看

护。 

 

 



第1周 奇妙的灵之三 

 

周三 

 

詩歌 

 

補充本 105 

祂是奇妙之靈住我裡 

 

祷告： 

 

主耶稣，早晨我们用灵呼求你，在灵里寻求你，求你来指引我当行的事，引导我当走的

路，活在你的同在里。 

 

读经： 

罗八16 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灵与我们的灵调和成为一灵 

 

这位神乃是灵，这灵在我们信主时，进到我们灵里。…什么时候我们在灵里，我们就遇

着祂，因为祂和我们的灵已经调和，成为一灵。我们回到我们的灵里，也就是回到祂这

灵里。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从这一个灵里所活出来的生活。 

 

用经历来领会灵的事 

 

到底灵是怎么回事呢？头脑不易明白，只能用经历来领会。很多时候，一件事头脑想通

了，很有道理，意志也很赞同，可是深处还有个东西…觉得不通。那个东西是个莫名其

妙的东西，是我们没法说的，那就是灵的故事。再如人穷时，只觉需要衣、食、住，想

怎样赚钱。等到真发了财，生活样样都丰富，就…觉得深处虚空。除非到了有一天，呼

求„哦，主啊！‟里头才满足了。 

用灵来呼求：„哦，主啊！‟ 

不要用头脑来想主，乃要用灵来呼求：„哦，主啊！‟假使你的先生或太太，…惹你生气，

就激动了你的心思，一直想„岂有此理，他这样欺侮我，这还可以？‟这时你的全人都给头

脑霸占了，虽然祷告也摸不着主。所以我们必须学习怎样用灵接触主。 

 

主是灵，要接触这灵，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灵。祂这灵就在我们的灵里，祂与我们的灵，

灵灵相交，灵灵相调。 

（属灵的实际，第七章） 

 

《神行在前头》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带你回到将近200多年前。当时，在亚当斯城里，有一个叫裴尼的

青年，有一天他祷告遇见神，便被圣灵充满，他大得能力，在聚会中带人悔改认罪。在

他的带领下，复兴从他所在的城市开始，蔓延到邻近各地，直至东美洲的全部。无论何

时，裴尼讲道，圣灵都大大的作工。更奇妙的是，神常常行在他的前头，有时他才到达

一个地方，那地方的人已经痛哭悔改了！有时圣灵叫人悔罪的能力极大，使悔改的人，

不能不大声哭起来，裴尼只得停止讲道，等候他们安静。牧师、传道、会友们悔改的也

是不少。 

更奇妙的一件事是，一次，裴尼被一个老人邀请，前往一个村子讲道。他按时到达，教

室已经坐满人，他只能站在门口，听这里的人唱着五腔八调的诗歌。于是，他跪下来祷

告。祷告的灵倾倒下来，他就全心恳求，之后得着旧约创世纪19章中的一句话：“起来，

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于是，他就开始讲述经上记着的关于亚伯拉罕、

罗得、所多玛的事情。没想到，听众个个面露怒气，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好像随时要

动手打他。裴尼越讲，他们怒气越高。大概讲了15分钟，全场气氛严肃起来，人们开始

在他们的座位上倒下去，嘴里喊着救命。又过了不到2分钟，全会众不是跪着，就是仆倒

在地，口能说话的，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祷告。裴尼只好停止讲道，用尽叫喊，都不能吸

引会众来注意。最后只能一个一个的将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悔改相信。后来他要赶

去赴另一个聚会，就请一位老人负责聚会。那里寻求医治的灵魂太多，聚会无法结束，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转移了f点继续聚会，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派人再请裴尼去那里。

直到这时，裴尼才清楚为什么前一天大家对他怒目相向，原来这个地方就叫所多玛，而

且当地只有那位老人是一个虔诚人，他们也都称他罗得。百姓以为斐尼故意选这题目，

要来严厉对付他们。 

 

亲爱的朋友，斐尼的故事启示我们：圣灵的负担变为圣徒祷告的负担，就给神的工作铺

了一条道路。当我们与主同工，被圣灵浇灌和充满的时候，神会亲自作工去完成祂的旨

意。 

 

 

第1周 奇妙的灵之四 

 

周四 

 

詩歌 

 

補充本840 

大好信息 

 

祷告： 

 



主耶稣啊，早晨我们就转向你，从深处向你敞开。哦~主耶稣，我们愿意停下自己，静下

我们魂的活动，从深处呼喊你，使我全人变明亮。 

 

读经： 

 

约四24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里 

 

神是灵，祂要进到人里面，就必须给人创造一个灵。人里面有了灵，人的灵才能作器皿

盛装祂，。这个人的灵，接受神的灵，就能和祂的灵，灵灵相交，成为一个。 

 

人和神接触，完全不在心思、情感、意志里；人接触神，乃是在于灵。主耶稣说，神是

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里。（约四24。） 

 

不在乎外面的地方。在这里、或在那里，没有两样；在房里、或在房外，也没有两样；

只在乎一个地方，那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灵里。因为神是灵，我们必须用灵才能接触祂

。 

 

停下魂的活动，从深处呼求主 

 

我们若要在灵里接触神，有时候就需要把身体的活动停下来，也需要把魂的活动静下来

，然后从你的深处呼喊神，呼求主耶稣，你里面立即就会明亮。每当我们体和魂的活动

停下来，让灵作工，并从灵里呼喊说，„神阿，主耶稣阿，‟我们就不在外面的活动里，而

是停留在全人的深处，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这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存在是一个实际。 

（属灵的实际，第五章；主观经历内住的基督，第九章） 

 

《问问主，你要我作什么？》 

 

亲爱的朋友，你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吗？是要钻研学业，最终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还是

打算努力工作，成为职场精英？或者是，开始创业，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你想过吗，

你有没有问问主，祂要怎样使用你？ 

 

在美国，有一位牧师，他一面作牧师，一面学哲学，打算去考哲学博士学位。有一阵子

，他感到自己生命不好，就对神祷告说，“主啊，我有许多的不信，有的罪还没有胜过，

我也没有能力作工，主啊，求你用圣灵充满我，让我得着经上所说的得胜的生命和能力

。”在两个星期里他一直这样持续地祷告。 

很奇妙地，神回应了他，就对他说：“如果你是真要的话，就不要在两个月之后考哲学博

士了，我用不着一个哲学博士。”这位牧师觉得这件事有点难，从小到大，30多年来考取

哲学博士一直是他的人生理想，现在他已经花了两年时间来学习哲学，而且他也有十足

的把握通过这个考试，现在要放弃真是太可惜了。他又跪下祷告，同主商量，他问主：“

为什么不让我一面得哲学博士，一面作牧师？”当然你也知道：神从来不和人商量，神要



求了，就是要求了；神说了，神命令了，是不能更改的。所以这个牧师度过了两个月痛

苦纠结的时间，他心里不停地交战，是要哲学博士呢，还是圣灵的充满呢？别人可以得

到哲学博士为神所用，我为什么不能呢？他一直挣扎，一直同神商量，但是神还是不肯

让步。最后，他流着泪说，“我顺服”。在最后一天，他写信给学校说，“我不去考试了，

以后也永远不要什么哲学博士了”。那一夜他睡得不好，身心疲惫。第二天上讲台也不知

道要讲些什么，于是他就简简单单地把自己顺服主这件事讲给大家听。没想到的是，那

一天，所有听众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流泪了，神的道被大大复兴。他自己也有了力量了。

他说，“我要早知道结果是这样，早就应该顺服呀”。 

 

亲爱的朋友，我们许多人都有自我计划的人生，但是，要知道，主对祂每一个儿女的人

生都有一个特定的计划和目的。我们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发现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与

目的。得胜生命的秘诀，在于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借着每天顺服神和祂已经显

明的旨意，我们将不断发现神的计划，并继续在神的计划之中。 

 

 

第1周 奇妙的灵之五 

 

周五 

 

詩歌 

 

大本241 

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祷告： 

 

亲爱的主啊，遮盖我们，洁净我们，并且膏抹我们，我们愿操练与你成为一灵。主耶稣

，膏抹我们的嘴唇，是我们的口不出败坏的话，却将恩典带给人。阿们！ 

 

读经： 

 

林前六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与这位主成了一灵 

 

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一悔改信了主耶稣，主耶稣那救赎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并且

主这灵就进到我们灵里。我们所信的主，是创造宇宙的神，祂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祂这

位神，就是灵，竟然进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林前六章十七节才说，我们与这位主成了

一灵。 

 



基督徒最高的生活 

 

基督徒最高的生活，就是活出这二灵成为一灵的生活。 

 

这是超过伦理道德的。今天你我里面不只有个良心，不只有良知良能，不只是有明德，

也不只是有我们受造的灵；在你我受造的灵里，还有神的灵，就是我们的救赎主，那赐

生命的灵。 

 

今天我就是要帮助大家来操练这个调和的灵，也就是操练与主是一灵。 

 

操练与主成为一灵 

 

主既已与我们的灵调和，乃是二灵成为一灵，我们还操练什么？我们就是要操练在一切

日常的生活、行动中，都不以体作出发点，也不以魂为考虑，都要以灵作中心，操练照

着这个灵。 

 

你要和太太辩嘴么？你必须照着灵。你要生气么？你必须照着灵。这样，你们就会说，

我们一照着灵，就不辩嘴了，也不生气了。这就对了。照着灵，实在说就是操练灵。 

（在灵里与主互住的生活，第五章） 

 

《神把骄傲的我带到祂面前》（上）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想给你讲一个见证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来自中国沈阳的女孩，

她的信主经历让我们看到，不认识神的时候，人是多么无知和骄傲，而一旦认识了这位

爱我们的主耶稣，又是多么喜乐幸福。 

 

我出生在一个充满温暖关爱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我的学业一帆风顺，众人的夸

奖更助长了我内心的骄傲，认为自己是个独立、自信、不平凡的女孩，我渴望这一生能

像居里夫人那样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1993年大学毕业，保送进入研究生院，进行分子

生物学的研究。1994年，获得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全额奖学金，我

怀着满腔抱负赴美留学。 

到美国之后，神给了我许多机会接触基督徒，却都被我顽梗地拒绝了，教会的爱筵不去

吃，也拒绝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的帮助，碰到有人传福音，我就用“进化论”和他辩论。 

 

有一次遇到个女孩问我：“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我回答说，“我根本不相信有神存

在。我是学生命科学的。生命实在太奇妙了，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那个女孩说，“

我也是学生命科学的，我越学，越相信有神。”可是，我却坚决地说“我一辈子都不会信

神的。”因为我崇尚宇宙间的永恒精神，并寻求探索真理。我不需要一个所谓的“神”作精

神寄托。 

 

又过了几个月，同系的一对基督徒夫妇请我和另外几个人去他们家里吃饭。谈话间，我

听到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这使我非常



惊讶，难道在我们所看得见的物质世界以外，真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存在吗？第二天，那

位妻子就送我一本《新约圣经》，并邀请我参加福音营。《圣经》被我放在抽屉里没再

翻过，倒是这个福音营，我误会成是去上山打猎，于是欣然报了名。 

 

参加神音营是个难忘经历，它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在那里，我看到那么多专家学者参

加，他们都相信神的存在！ 

 

在那里，我看到《审判达尔文》这本书，它改变了我对“进化论”的盲目相信，“进化论”只

是科学上的大胆假说，它不足以解释人类的起源。我也明白，信仰基督，不是人创造出

来的宗教，而是有大量的客观事实作根据，关于《圣经》，关于耶稣，关于过去几千年

的历史，这些都与我从前所想像的完全不同，我开始思考可能真有神存在，因为祂不但

藉着大自然，更藉着《圣经》向我证明祂的存在。 

 

 

第1周 奇妙的灵之六 

 

周六 

 

詩歌 

 

大本450 

神之于人一切正常故事 

 

祷告： 

 

主耶稣，当我们在早晨呼求你时，求你将我们做成一个不懒散的人。因为松散叫我们软

弱、退后，却不能叫我们灵里火热。主，求你时时向我们加力！阿们！ 

 

读经： 

 

提后一6～7 …将…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

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能力属于我们的意志。爱属于我们

的情感。清明自守属于我们的心思。神赐给我们的灵属于这三件事。 

 

我们的意志应当刚强， 满了能力；我们的情感应当爱人，满了爱；我们的心思应当清明

，满了清明自守 。 



 

将你的灵挑旺起来  

 

神所给我们的灵，是我们必须挑旺起来的。 

 

…你若要将你的灵挑旺起来，就必须敞开口，敞开心，敞开灵。你必须敞开你全人的这

三层。你必须用口说，„哦，主耶稣。‟…然后你还必须更深的用口、用心、用灵来说，„

哦，主耶稣。‟这是从深处敞开你的灵，火就会烧起来。 

 

当我们说„哦，主‟的时候，我们就摸着主 

 

借着说„哦，主‟而呼求主，乃是操练灵的习惯。 

 

你早上起来若立即说，„哦，主，‟这会有很大的不同。你早上起来如果什么也不说，你可

能有例行公事的祷告，却没有真正的摸着主；这是因为你没有操练灵。我们必须建立说„

哦，主‟的习惯。当我们说„哦，主‟的时候，我们就摸着主。 

（那灵同我们的灵，第八章） 

 

《神把骄傲的我带到祂面前》（下） 

 

亲爱的朋友，昨天和你讲到我信主的经历。在国内时，我跟大多数人一样，接受的是无

神论的教育，也从来没有听过福音。那时骄傲的我绝没想到，真的有神存在！在我为自

己的人生和许多计划拼搏忙碌的时候，神悄悄走进我的生活，来寻找我！ 

 

到美国留学之后，神把我带到福音营。第一个晚上临睡前，我心里默默地说，“神啊，你

真的存在吗？如果你存在的话，请你启示我。你若启示我，我一定信你。”神听了我的祷

告，以后几天，祂开启我的心，许多疑问都找到了答案。聚会中，基督徒们追求真理的

认真态度，和唱诗歌时所洋溢的生命活力，也都深深地吸引我。原来，信基督，不是一

个宗教信仰，而是一个生命的信仰。长久以来我一直叹息于人性上不可克服的自私、虚

荣等诸多弱点，但神能使这样的生命有改变。 

 

在一次聚会后，开始呼召人接受主。我低着头，内心挣扎。我清楚地知道是骄傲阻挡了

我。20多年来，我自认为成功、自立，从没有拜倒在谁的脚下，从没有承认谁是我的主

宰。我该不该接受神？如果神是真的，是他创造了我，我若不要他，那真是太傻了。如

果神不是真的，我只是向空气举一下手，也没什么。 

 

但是，当我举起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就好像一个长久

孤独、漂泊的孩子，终于回到了家，身心沐浴在无尽的爱和暖流中。我立刻知道真的有

神存在，并且祂就在这里，像父亲一样满怀慈爱地看着我、迎接我、接受我，将我保护

在祂大能的膀臂中。那一刻真是言语无法形容，但我知道那完全不是心理作用，而是圣

灵的感动。 

 



信主之后，天开了！从福音营回来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急于让全世界知道我已经信

主耶稣了，我找到了宇宙终极的真理！我不再惧怕死亡和患难，心中是从未有过的踏实

和平安。我的灵活了，对神满了渴慕。我拿出从没翻过的《新约圣经》，只用一周就读

了一遍。我也特别喜欢祷告，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呼求“哦，主啊”，心里满了爱与祥

和。我的心变得非常柔软和感恩，每当与弟兄姊妹一起见证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时，我

常会泪流满面。那种感动和内心的满足真的就像心里一个空洞被永恒填满了。 

 

在我决志信主两个月以后，神奇妙的带领，使我认识了主恢复中的弟兄姊妹，我去加州

安那翰参加了新春华语特会，并在特会期间受浸归入主名，那是1995年2月4日，我22岁

。这才是我人生真正的开始。 

 

主日 

 

【生命见证第01周主日】你用什么给人生保

险？ 

 

 

《你用什么给人生保险？》 

亲爱的朋友，感谢主，让我们能在空中相会。从今天开始，我会陪你一起度过晚上睡前

的轻松时刻，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主，得着更多主的喂养和保守。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听起来有点儿沉重，但是却有一个轻松答案的话题，那就是：

我们要用什么给人生保险？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

在世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困难、挫折，甚至是疾病、苦难和死亡。想到这些，真

是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很渺小、无助啊。 

 

现代人都有保险意识，为了未来不出问题或者出了问题能得到一个补偿，人们找到了保

险这种方式。最早想出这个聪明点子的人，是英国的爱德华劳德（Edward Lloyd），那是

300多年前的1688年，当时大航海时代带来了远洋贸易的火热，许多探险家摇身一变成了

远洋贸易商。可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成功和破产往往在一线之间，满载货物的船只

顺利抵达，那就是赚得黄金万两，一旦船只航行上遇到风暴沉没或损坏，那就是恶梦一

样的破产。精明的劳德先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开了一家咖啡店，

专门接待各路富商、银行家、船主和航海家。咖啡馆为大家提供保险平台，船东、货主

、船长和最早的一批风险投资家们在这里达成协议，他们把船只的价值、运送的货物写

在不同的合约上，藉着不同的合约来分摊风险。慢慢地，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咖啡馆，居

然成了现代保险业的萌芽，劳德先生成立了Lloyd of London保险公司，后来成为保险业的

龙头老大。 

 



现代保险业的发达已经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你可以为动产、不动产保险，也可以为

人身保险，甚至有的明星为他们的脸和身体保险，简直是五花八门。生命、健康和平安

真的能投保吗？我们如何拥有喜乐、能力和爱情，来代替忧郁、无助和寂寞？ 

 

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人生和家庭最好的保险，那就是我们

的神，我们的基督！主耶稣保障了我们的一切，我们日用所需的金钱、健康、时间，神

都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用为了将来担心忧虑。要知道，我们的平安和保障是从基督

里面来的。 

 

最后，祝福大家带着对基督的单纯的信心仰望神，基督已经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问题，基

督是我们最完美的保障。持有基督这个保险是最让人放心的。感谢主！ 

 

祷告： 

 

主耶稣，赐给我单纯的信心，仰望信靠你这位全丰全足的神，包罗万有的基督。谢谢你

是我一切的保障，谢谢你是护卫我的磐石，是拯救我的山寨。主耶稣，保卫我的心怀意

念，将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赐给我。我要天天投奔于你，藏身在你里面，经历你

是我的安居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