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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保守你⼼，勝過保守⼀切，因為⼀⽣的果效，是由⼼發出。(箴四 23) 

 

聖經勉勵我們，要保守你⼼勝過保守⼀切，因為⼀⽣的果效由⼼發出。 

我們要如何保守我們的⼼？ 

好讓我們的⼀⽣活得更有意義，將來有好的結局， 

這些都是因為我們明⽩要如何「保守⾃⼰的⼼」。 

 

「保守」這字有兩個含意： 

第⼀個含意：是把⼼像犯⼈⼀樣「關」起來，這樣就不會傷害別⼈； 

因為⼈有許多軟弱，如果沒有約束我們的⼼，很容易傷害別⼈， 

因此才要把⼼保守住，像守犯⼈⼀樣，這是保守第⼀個含意。 

 

第⼆個含意：就是要看守住、把⼼隱藏起來，不受到別⼈的傷害， 

這是保守的第⼆的⽬的。 

要如何讓我們的⼼有⼒量，不易受環境和受別⼈的傷害？ 

就是要藏在主的恩典裡⾯。 

這就是保守的意思。 

所以保守有兩個⽅向：第⼀個⽅向是「不去傷害別⼈」， 

另⼀個⽅向就是「不受別⼈的傷害」。 

這就是保守⼰⼼的⽬的。 

 

要如何才能「保守」⾃⼰的「⼼」？ 

1.⽤「真理」才能保守⼰⼼。 

2.⽤「喜樂」來保守我們的⼼。 

3.⽤「苦難」來保守我們的⼼。 

 

第⼀，⽤「真理」才能保守⼰⼼。 

所以要站穩了，⽤真理當作帶⼦束腰。(弗六 14) 

 

這裡叫我們要⽤「真理」作帶⼦束腰，真理要如何當帶⼦束腰？ 

「腰」就是指著我們的「⼼」。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原⽂作束上你們⼼中的腰〕。(彼前⼀ 13) 



 

「約束我們的⼼」原⽂的意思是說：要束上你們⼼中的腰。 

⽤甚麼來束上我們⼼中的腰呢？ 

就是⽤「真理」為帶⼦來束腰。 

 

阿兵哥把腰帶束起來，⾝體就有⼒量； 

我們的⼼，若有真理約束住，⾃然就會剛強。 

所以我們要⽤真理，來約束我們的⼼，讓我們的⼼可以得到剛強。 

⼈的⼼中若常常有「主的話」，不管要做甚麼事，都會先想到主的教訓， 

因為受到道理的約束，這樣⼼裡就會剛強， 

就可以勝過撒但的⼯作，這顆⼼就得到了保守，所以保守⼼要⽤真理。 

 

⽗老啊！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少年⼈哪！我曾寫信給

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裏，你們也勝了那惡者。」(約壹⼆ 14) 

 

⼀般⼈都認為少年⼈⾎氣⽅剛，容易作錯事， 

但是，在教會裡有道理的少年⼈，卻是很剛強， 

因為神的道常存他們⼼中，他們的⼼受到道理的約束，所以他們的⼼就剛強起來，

可以勝過惡者、勝過魔⿁種種的試探。 

這個就是⼼受到約束，⼼裡⾃然就剛強。 

 

有時我們⾯對各樣的環境考驗，⼼中軟弱、煩惱、恐懼時，就必須靠著「真理」，解

決這些軟弱。我們若懂得就近主、懂得以「主的話」作為我們的⼒量，就可以勝過

這些軟弱。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這書上所寫的⼀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

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 8-9) 

 

約書亞承接摩⻄的⼯作，他的壓⼒很⼤， 

神知道他的軟弱，因此神勉勵他，告訴他要怎麼做呢？ 

神告訴他：律法書不可離開他的⼝，要晝夜思想，並要謹守遵⾏， 

這樣就道路亨通、凡事順利，神的恩典就同在，他就沒有甚麼可以煩惱、恐懼的。 

可⾒我們在軟弱的時候，只要我們要懂得親近主， 

多讀聖經、多參加聚會、多思想我們所聽的道理，且照著遵⾏， 

⼼中⾃然感受到⼒量，⼼中的軟弱⾃然就可以解決。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我們不可以忘記，要⽤主的話當作我們的依靠。 

尤其在特別軟弱的時候，更要多參加聚會、讀經，⽤更多的時間來思想主的話。 

這樣，我們的⼼⾃然就剛強起來，軟弱⾃然就可以得到解決。 

所以說：真理可以保守我們的⼼。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的⼼，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裏彼此切實

相愛。 

(彼前 ⼀ 22) 

 

我們順從真理，真理就潔淨我們的⼼，我們愛弟兄沒有虛假，因為⼼裡得到潔淨，

愛⾃然就會產⽣。 

真理就是教導我們愛神、愛⼈，真理就是有真理的愛在裡⾯。 

所以我們⽤真理潔淨我們的⼼，⾃然就會產⽣真理的愛。 

我們就是⽤這種屬靈的愛「彼此相愛」，⽤這種愛彼此切實相愛。 

所以「⼼」必須要⽤道理才能夠潔淨，這樣我們的⼼才能得蒙保守。 

 

有時我們會從道理中，發現⾃⼰的錯誤。 

我在剛開始追求道理時，常常會覺得傳道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早上才在想的事情，晚上傳道就說了，好像針對我在說⼀樣。 

⼀聽我就知道早上的想法是錯的，我不應該那樣想，那樣的觀念是不對的， 

因此我覺得聽道是非常好的事情。 

後來漸漸明⽩道理，才覺得這是神的恩典，祂知道我的軟弱， 

神藉著傳道的⼝講道，讓我知道⾃⼰的錯誤，我才可以改進。 

我的⼼因此得到潔淨、感受到主的愛，靈性⾃然就⼀直的長進也剛強起來。 

這就是道理可以潔淨我們的⼼。 

 

都恆⼼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他們天天同⼼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飯、讚美神，

得眾⺠的喜愛。主將得救的⼈，天天加給他們。(徒⼆ 42、46-47) 

 

耶路撒冷教會被建立了，⼀天有三千⼈受洗，這些⼈看重的是使徒的教訓， 

同時他們也奉獻錢財幫助缺乏的⼈。 

「擘餅」就是「愛餐」，弟兄姊妹互相分享，有的分給沒有的，這是愛⼼的⽣活。 

「神的話」跟愛⼼是分不開的， 

因為他們看重神的道理，道理⾃然就潔淨他們的⼼，⼼潔淨了，⾃然就產⽣愛⼼。 



那時眾⼈彼此相愛，愛神、也愛⼈，甚⾄天天聚會，在聖殿裡敬拜神。 

在家庭裡，也互相分享、互相交通。 

⼀家⼈無論在物質上、或靈性上，都彼此交通，過著愛⼼的⽣活，這是密不可分的。 

因為看重道理，⽤道理潔淨我們的⼼， 

⾃然有愛和屬靈的⼒量，過這種⼀家⼈的⽣活。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彼此相愛，神就與我們同在，我們的⼼就會快樂。 

 

對沒有信主的⼈，我們也要有這些愛⼼；我們也要愛那些未信主的⼈。 

盼望能將福⾳傳給他們，希望他們也有得救的機會。 

因為他們有這種愛⼼的表現，主就與他們同在。 

主就將得救的⼈，天天加給他們，這就是愛⼼的果效。 

 

我們若能以道理潔淨我們的⼼，⾃然愛⼼就會⽣發出來。 

我們就可以過著彼此相愛的⽣活， 神的恩典⾃然能與我們同在。 

因此，我們要⽤道理來約束我們的⼼，來潔淨我們的⼼，也來保守我們的⼼。 

這是第⼀項要⽤真理來保守我們的⼼。 

 

第⼆：⽤「喜樂」來保守我們的⼼。 

應當⼀無罣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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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懷意念。」(腓四 6-7) 

 

要怎麼樣做，才能讓神保守我們的⼼懷意念？ 

就是我們得到主恩後，⼼裡要常常快樂。 

⼼裡快樂，⼼就有⼒量；因為喜樂的⼼乃是良藥，世上沒有比這更好的藥了！ 

⼼若是喜樂，靈性⾃然就剛強，所以「喜樂」非常重要。 

⼼裡快樂，對事情就有辦法忍耐，要赦免別⼈也很容易，因為⼼中喜樂就有⼒量。 

若⼼裡鬱悶，⼀點點⼩事也會變⼤事，別⼈不⼩⼼踢到你，你也無法忍耐。 

⼼裡喜樂就是⼒量，因為我們的⼼懷意念得到保守，這非常地寶貴。 

 

我們有主可以倚靠，不管遇到什麼事情，就當⼀無罣慮， 

我們應該要這麼做才對，因為我們已經認識真神了， 

我們有神可以倚靠，神愛我們，神的愛不會改變，神是可靠的。 

照理說，我們信主了，就沒有煩惱的權利，因為我們有主可倚靠。 

我們要如何倚靠呢？ 

聖經說：「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凡事跟神說，有軟弱的事，也跟神說。 



感謝，就是要以「感謝的⼼」來跟主禱告， 

「感謝的⼼」就是「信⼼」。 

⼀個⼈對主若有信⼼，雖然禱告尚未得到，但是⼼裡也會感謝神。 

我們感謝真神，這樣我們才能倚靠祂，什麼都可以倚靠，因為祂愛我們。 

因此，我們向祂禱告，我們⼼裡就會感謝，我們也相信祂必定聽我們禱告， 

這就是信⼼。 

⽤這種感謝的⼼禱告，就會產⽣很⼤的⼒量，因為這就是信⼼，⽤信⼼禱告就會有

功效。 

我們要這樣禱告，神⾃然會保守我們的⼼懷意念，賜我們⼒量、喜樂，讓我們的⼼

常常保守在主的愛裡⾯。 

 

有位弟兄家裡遇到⼀些關於婚姻的問題，他⼼裡很煩惱，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也了解我們信耶穌的⼈，不應該煩惱，因為有煩惱就表⽰⾃⼰軟弱，恰巧那時候

教會有靈恩佈道會。 

既然知道⾃⼰有軟弱，就要求主幫助，所以他就到前⾯禱告， 

他⼼裡迫切地盼望主憐憫他，藉著按⼿賜他⼒量， 

當傳道按⼿的時候 就有⼀股⼒量臨到他，他就被聖靈充滿， 

這時，他看到異象： 

⼀個潔⽩的⼗字架出現了，他沒看到主耶穌， 

他看到：⼗字架上⾯有很⼤滴的⾎滴，⼀滴⼀滴地從上⾯滴下來， 

他看了很感動，整個⼼就敞開了，⼼裡很喜樂。 

因為這個異象，是主在告訴他： 

「我愛你，我情願為你犧牲，情願為你流盡⾝上的⾎，你還有什麼可以煩惱的呢？」

在看到這個異象後，他所有的煩惱都不⾒了。 

聖靈將神的愛，充滿在他的⼼中，讓他對主的愛非常有把握， 

因此他不再有煩惱，⼼中很快樂。 

雖然環境沒改變，問題也沒有解決，但是他有信⼼， 

他知道主必開路，他不⽤煩惱。 

這就是種「禱告」的功效。 

 

有時我們遇到事情，我們會很軟弱，明知不應該煩惱卻煩惱了，這就是我們的軟弱。 

因此，我們要跟主說，主就會聽我們的禱告， 

祂會幫助我們，讓我們的⼼得到保守。 

我們禱告時，要對主有信⼼，雖然所求的還沒有得到，卻好像已經得到了⼀樣， 

要對主有信⼼，這樣的禱告⾃然就可以產⽣功效。 

 



我曾被派駐到⼀間教會，那間教會的⼈很軟弱，晚上聚會⼈數很少， 

我⼼想：這間教會怎麼這麼軟弱？ 

教會明明這麼多⼈，晚上聚會卻這麼少⼈， 

我⼀時沒有謹慎，受到環境的影響，⼼裡就煩惱了，唉！煩惱就是沒有信⼼啊！ 

 

我們⼈的⼒量有限，許多事情我們做不到，覺得擔當不起，⼼裡就軟弱了， 

也因為沒有謹慎的⼼就軟弱了，我的⼼頭好像就有⽯頭壓著⼀樣。 

這種情形差不多過了⼀個⽉，有天晚上下著雨，聚會⼈數是「個位數」。 

 

感謝主，那晚聚會來了⼀對夫妻，他們平常很少來聚會，那晚卻出現了， 

看到這對很久沒來聚會的夫婦來聚會，⼼裡很⾼興，趕緊上前招呼， 

坐下之後，太太就這樣說：「傳道呀，真的凡事都有主的美意耶！」 

這句話很熟，是在說給我聽的嗎？ 

她第⼀句話就這麼說，我聽了覺得很扎⼼，也想到⾃⼰的情形，她就繼續做⾒證。 

她說：「⼗年前我們分到⼀間公家的房⼦，價格很便宜，因為他是職業軍⼈，所以就

去跟親戚借錢，親戚不借也就算了，還罵他，罵得他⼼裡很難過，就想算了！就不

買了。 

過了⼗年，主再幫他安排機會，這次房⼦更⼤間，⽽且『都不⽤錢』，他非常⾼興說

『確實是主的好意思！』那個時候，我親戚如果沒有把我們罵得那麼嚴重，如果我

們那時候買了，現在就沒有這個好機會，就因為他把我罵得這麼嚴重，所以我才狠

下⼼來不買，才有今天這個好機會。傳道，真的凡事都有主的好意思！」 

我想，這就是主派來要勉勵我的，我就醒悟過來，覺得⾃⼰好軟弱、不謹慎。 

 

那⼀晚出席的⼈很少，所以我就講詩篇廿三篇，句句像是講給⾃⼰聽⼀樣， 

講完後⼼就開了；⼼開了，禱告就有⼒量，禱告有⼒量就達到神⾯前；神就垂聽。 

神垂聽了，⾃然神的恩典就臨到，教會⾃然就漸漸長進； 

聚會⼈數就漸漸增加，因為我們的禱告已經達到神的⾯前。 

所以⽤「感謝的⼼」、「交託的⼼」向神禱告這很重要。 

這種禱告能產⽣⼒量，當我們⼼裡有軟弱時，要謹慎、儆醒， 

要學習禱告交託的功課。 

 

有時主會藉由許多環境來訓練我們，讓我們學習這種功課。 

有時我們忘了，但是主耶穌會提醒我們， 

主既然要幫助我們，祂⾃然有辦法，祂⽤各種的⽅法讓我們明⽩祂的旨意。 

這樣的功課，讓我們學習到，如何⽤「信⼼」來禱告， 

讓我們的禱告達到神的⾯前，能夠產⽣果效。 



神會賜出⼈意外的平安，這樣就能在主裡保守我們的⼼懷意念， 

我們⾃然有⼒量⾏神要我們⾏的路。 

 

 有⼀位弟兄畢業後要考預官，他想當官不想當兵，所以對這件事情就非常在意， 

考完試他還在想說：「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 

他就為這事禱告，禱告到聖靈感動他，那時他⼼裡非常喜樂，就跑來問傳道： 

「傳道啊！我禱告的時候⼼裡非常喜樂，這是不是代表我考得上呢？我可不可以向

弟兄姐妹說我考得上？」 

「不能這樣想，你考上才快樂，考不上就不快樂，這樣是信仰嗎？ 

⼀定是考上就好，不上就是不好嗎？你暫時還是不要說吧！」傳道回答。 

後來放榜他沒有考上，但他的⼼得到安慰，因他知道這是神的旨意， 

神已經讓他得到喜樂的⼼，也保守他的⼼懷意念， 

這⼀條路，是神要他走的路，雖然不是他的意思，但他知道主必有他的美意。 

這就是⼼得到保守， 

⼼得到保守之後，他要走的路就走得下去， 

雖然這條路不是他喜愛的，但是神賜他⼒量，讓他能夠感受， 

這就是⼼得到保守，所以就有⼒量，⾏神要我們⾏的道路， 

我們要學習這樣的功課，如何⽤這樣的⼼來向神禱告？ 

 

第三：⽤「苦難」來保守我們的⼼。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有甚麼惡

⾏沒有？引導我走永⽣的道路。(詩百卅九 23-24) 

 

這是⼤衛的詩，⼤衛是信仰很好的⼈，他也是⼀個合神⼼意的⼈， 

凡事都遵⾏神的旨意，⼀個信仰這麼好的⼈，他在這裡向神禱告： 

「求神鑒察我，知道我的⼼思」。 

 

神是無所不知的，但我們有時對⼈、或對⾃⼰的軟弱卻是不知。 

因此，我們要求神幫助，鑒察我們的⼼，到底我們的⼼，是不是有做錯？ 

有時候我們想錯了，⾃⼰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 

所以要求主鑒察，來試煉我們， 

神知道我們的意念，有時隱藏起來，甚⾄⾃⼰也不知道。 

「試煉」可以將不好的意念顯露出來， 

就像「火」在「煉⾦」，雜質⾃然就跑出來了， 

因為⾁眼看不到雜質，所以看起來好像是純⾦，事實上裡⾯有雜質。 

如果把火弄⼤⼀點，雜質就會出來，所以要經過試煉才能成為「純⾦」。 



 

⼤衛求神要試煉他，因為神知道我裡⾯的意念如何？ 

我裡⾯有沒有什麼惡？ 

若有什麼「惡」藏在裡⾯，就要將這樣的「惡」拿掉才⾏。 

雜質要煉淨，需要⽤更⼤的火來煉，才煉得出來，才能夠達到「精⾦」的地步。 

 

⼤衛重視這⼀點，所以他求神來鑒察、來試驗，引導他走永⽣的道路， 

他就能感受到永⽣才是永遠的價值。 

雖然神試煉會受很多苦，但他覺得很有價值，他不但不害怕，反⽽向神禱告， 

求神試煉他；把不好的東⻄全煉出來，讓他可以成為完全， 

這就是我們在信仰上該有的態度。 

 

我們難免都有軟弱，還有雜質隱藏在我們⼼中， 

甚⾄我們⾃⼰都不知道，別⼈也不⼀定看得出來，但是神都知道。 

因此我們要向神禱告，求神鑒察、試煉我們。 

 

約伯這麼完全的⼈，卻有「⾃義的⼼」， 

約伯⾃⼰不知道，魔⿁也不知，只有神知道。 

神愛約伯，祂要試煉約伯，要讓他達到完全，所以就開始佈置， 

神在魔⿁⾯前稱讚約伯，祂知道魔⿁的⼼， 

祂知道當祂誇耀約伯之後，接下來魔⿁會說什麼話？ 

神已經定旨意要試煉約伯，要拿掉他⾃義的⼼， 

魔⿁真的就毀謗攻擊說：約伯的虔誠是假的，祢幫他保護的這麼好， 

如果把所有東⻄都拿走，看他還會不會敬畏祢？ 

神就把約伯交在魔⿁⼿中，但不准魔⿁傷害他。 

 

因此，⼀夜之間，約伯財產全沒了，孩⼦也全死了，約伯仍起來讚美神， 

你看！這麼⼤的火，也燒不到他⾃義的⼼，完全燒不出來。 

第⼆次，魔⿁⼜來到神⾯前，神⼜誇讚約伯： 

「你有看到嗎？你做了這些事，他還持守他的純正。」 

魔⿁⼜攻擊約伯了，所以神說：「好！他交在你⼿中，但是你不能傷害他的⽣命，其

他你都可以拿去。」 

這次，魔⿁讓約伯從頭到腳都⽣毒瘡，他的朋友陪他坐了七天七夜都沒說話， 

那是⼀幕是什麼樣的畫⾯呢？ 

約伯的痛苦是無法⾔語的， 

他的太太已經忍受不住跟他說：「你這個死⼈，離開神死了算了！」 



約伯回答她：「你這個笨女⼈，妳說這種笨話。」 

到了這個地步，約伯還是持守他的純正。 

最後神⼜安排三個朋友來，這三個朋友的信仰很好， 

他們⼀⼝咬定約伯⼀定是有犯罪，所以，今天才會變成這樣， 

這剛好針對到約伯的軟弱，他⾃義的⼼使他無法忍受， 

這波攻擊越來越⼤、越來越厲害， 

到最後約伯為了要表明他的清⽩，說了很多⾃義的話。 

 

神奪去我的理，全能者使我⼼中愁苦。我指著永⽣的神起誓。(伯廿七 2) 

我持定我的義，必不放鬆；在世的⽇⼦，我⼼必不責備我。願我的仇敵如惡⼈⼀樣；

願那起來攻擊我的，如不義之⼈⼀般。(伯廿七 6) 

 

「我持定我的義」這就是約伯的⾃義； 

「神奪去我的理」就表⽰神沒理，我有理。 

他定神有罪，這不是⾃義是什麼？ 

不是靠神的義，是靠⾃⼰的義，這就是⾃義，所以約伯的「⾃義」跑出來了。 

 

神安排⼀個少年⼈以利⼾，出來指出約伯的⾃義，直到他無話可說， 

然後，神才親⾃出⾯質問約伯：「這項你做得到嗎？那項你知道嗎？」 

約伯沒有⼀項做得到，沒有⼀項知道， 

這時他才明⽩⾃⼰的軟弱，感受到⾃⼰⾃義的⼼， 

於是他趕緊悔改，那時他才了解，為何義⼈要受苦？ 

原來有神的好旨意。 

 

這就是神的試煉，神為了要除去他⾃義的⼼， 

⼀千度的火燒不出來，還要「再加火」上去才⾏。 

所以約伯要受這麼⼤的苦，若不這樣，燒不出來他的⾃義。 

神就是師⽗，祂知道要有多⼤的火，才能燒得出來，神絕對不會超過。 

 

神給我們的也是⼀樣，有時候，我們會覺得無法忍受，但事實並不是如此。 

「神絕對不會做錯事」，祂也不會「超過」， 

祂知道沒有這樣就燒不出來，所以神要試煉我們， 

讓我們能夠達到純淨，⼼確實可以得到保守。 

那是因為我們不知道⾃⼰的軟弱，所以我們也要跟神求，求神這樣來試煉我們。 

 

神⽤各樣的⽅法試煉⼈，摩⻄在曠野四⼗年，就是他被神試煉的時間。 



摩⻄雖然很有信⼼，也非常愛百姓，但是脾氣不好、耐性不夠， 

他很有⾃信，因此神就讓他到曠野受試煉，磨煉他四⼗年。 

摩⻄的岳⽗讓他去牧⽺，⽺的動作慢，急性⼦的他受不了，他就這樣被磨煉， 

神使他成為世上最謙和的⼈。 

所以我們需要被煉，我們的軟弱就是神⽤來煉我們的， 

這樣軟弱才可以離開我們。 

因此我們要向神禱告，讓我們的⼼可以漸漸達到「完全」的地步。 

 

⼜恐怕我因所得的啟⽰甚⼤，就過於⾃⾼，所以有⼀根刺加在我⾁體上，就是撒但

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林後⼗⼆ 7) 

 

這是保羅的體驗，保羅也是「恩賜的財主」。 

主耶穌說：「財主進天國很困難」， 

世上有世上的財主，⼈有錢就想要靠錢，以錢做為誇耀， 

這是財主的軟弱，因此要進天國比任何⼈都困難。 

財主可能因為⾃⾼⽽離開神，所以保羅比任何⼈的危險性都⾼， 

雖然他的靈修很好，他非常的謹慎，但主仍不放⼼， 

主耶穌加了⼀根刺，這跟刺就在⾁體上，有⼈認為是眼疾， 

當他想要⾃⾼的時候，眼睛就開始痛，痛起來就什麼事都不能做。 

這樣他就明⽩了：⼈算什麼？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能做什麼呢？ 

如果不是眼睛痛的話，他要這樣想，是想不出來的。 

當眼睛⼀痛，他那⾃⾼的⼼，⾺上就降下來了，這比什麼都好⽤。 

 

主耶穌加的這跟刺，就是怕他⾃⾼，讓他可以常常謙卑， 

讓他知道⼈算不得什麼，⼀切都是主的恩典， 

要懂得靠主，不可失去倚靠的⼼，這樣才能彰顯主的能⼒及恩典。 

可⾒要保守我們的⼼，就要靠這跟「刺」來保守，要⽤「苦難」來保守； 

⼈就是這樣，沒有遭遇到苦難，就會忘了⾃⼰是誰？ 

苦難⼀到，就會知道我只不過是個⼈，⼈實在算不得什麼，這就是苦難的功⽤。 

 

我體驗過⼀次主的管教，那時候的我，知道⾃⼰的⼼很虛浮， 

也知道不應該這樣，卻⼀直沒辦法謙卑下來。 

⾞⼦我剛好以 80 公⾥的速度開，另⼀台⾞突然轉了進來， 

照理說，他要轉彎前，應要先進轉彎道，但是他沒有， 

忽然間，好像想到了什麼事，就突然彎了過來。 



感謝主，還好是撞在前⾯，不是撞在⾨這邊，⾞⼦撞下去後，⼼裡反⽽平靜了下來，

深深覺得⼈如果沒有⼀些苦難來保守的話，不知道就⾶撞到哪裡去了？ 

 

這才想到，像保羅這樣的⼈，主都要加⼀根刺在他⾝上， 

⼈就是⼈，⼈就是這樣，都有同樣的軟弱， 

所以我們也是⼀樣，要有⼀些苦難來保守我們的⼼。 

我們像保羅⼀樣，有⼀根刺，⼀輩⼦跟著不離開， 

這就是主在提醒我們， 

讓我們不敢⾃⾼，要常常謙卑、懂得靠神， 

讓神的恩常常臨到我們，可以保守在主的愛中。 

所以我們要知道如何保守我們的⼼。 

知道如何⽤真理，讓我們的⼼得到剛強、保守！ 

 

我們要學習⽤感謝的⼼，⽤信⼼來向神禱告， 

讓我們的禱告可以產⽣功效，⼼可以得到保守。 

我們也要向神禱告，求神鑒察我們、試煉我們， 

當神賜給我們⼀根刺時，也就是苦難來的時候， 

要懂得體會神的好意，並從其中得到造就、得到保守。 

讓我們能夠保守我們的⼼，勝過保守⼀切，因為⼀⽣的果效由⼼發出！ 

願主施恩⼤家，願主保守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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