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祂的嘴唇：神的話 
Jesus’ lips: God’s Word 

雅歌 Song of Songs 5:13b  

祂的嘴唇像百合花， 且滴下沒藥汁。  

 祂的嘴唇：神的話 His lips: God’s Word 

 百合花：純潔美麗 Lilies: Purity and beauty 

 沒藥：埋葬用的香料 
Myrrh: Fragrant burial spice 



5.祂的嘴唇：神的話 
Jesus’ lips: God’s Word 

雅歌 Song of Songs 5:13b  

祂的嘴唇像百合花， 且滴下沒藥汁。  

 沒藥汁：如同膏油 
Liquid myrrh: Like anointing oil 

 滴下沒藥汁：向自己死  
   Dripping with liquid myrrh:  

        Embracing death to self 



God’s Word Leads the Bride’s Life Journey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1.渴慕神的話 Long for God’s Word 

2.珍惜神的愛 Cherish God’s love 

3.成為教會的肢體 Be part of the body of Christ 

4.在神的應許上建造 Build on God’s promises 

5.在這個世界卻不屬於這世界 
In this world but do not belong to this world 

6.沉浸於神的愛 Immerse in God’s love 

7.被呼召離開安樂窩 
Called to leave the comfort zone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8.需要克服害怕和軟弱 
Need to overcome fear and weakness 

雅歌 Song of Songs 2:15  

要給我們擒拿
狐狸，就是毀
壞葡萄園的小
狐狸，因為我
們的葡萄正在
開花。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8.需要克服害怕和軟弱 

林後 2 Corinthians 12:9a 

祂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
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雅歌 Song of Songs 3:6-8  

9.相信神的保護 Believe God’s protection 

6 那從曠野上來、形狀如煙柱、 以
沒藥和乳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的
是誰呢？  

7 看哪，是所羅門的轎； 四圍有六
十個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8 手都持刀，善於爭戰， 腰間佩刀，
防備夜間有驚慌。  



“God is the number one reason 

why I am here. He blessed me with 

the greatest blessing of my life, 

which is my syndrome. Besides my 

family and my friends, my faith is 

everything to me. When I have a 

bad day, I know the only thing I 

have to do is put it in God’s hands, 

and I know he will help me 

overcome anything.” – Lizzie 

Velasquez, World’s “ugliest” but 

most beautiful woman Lizzie Velasquez 



神是我在這裏的首要原因
。祂祝福在我生命中最大
的祝福—就是我的病症。
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我
的信心對我來說都是一切
。當我度過糟糕的一天時
，我知道我唯一要做的就
是把它放在神手中，我知
道祂會幫助我克服任何事

情。 Lizzie Velasquez, 世界
上“最醜”但卻是
最美麗的女人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希伯來 Hebrews 13:6  

9.相信神的保護 Believe God’s protection 

所以我們可以
放膽說： 主
是幫助我的，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
樣呢？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雅歌 Song of Songs 4:6-9  

10.我們願意時就奪了神的心 
Ravish God’s heart when we are willing 

6 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岡去， 直
等到天起涼風、 日影飛去的時
候回來。  

7 我的佳偶，你全然美麗， 毫無
瑕疵！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雅歌 Song of Songs 4:6-9  
10.我們願意時就奪了神的心 

8 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離開黎巴
嫩， 與我一同離開黎巴嫩。 從亞
瑪拿頂， 從示尼珥與黑門頂， 從
有獅子的洞， 從有豹子的山往下
觀看。  

9 我妹子，我新婦， 你奪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 用你項上的一條金
鍊， 奪了我的心！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10.我們願意時就奪了神的心 
林後 2 Corinthians 8:12  

因為人若有願做的心，必蒙悅納，
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
無的。 



11.對耶穌絕對的專一委身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Extravagant devotion to Jesus 

雅歌Song of Songs 4:12  

我妹子，我
新婦， 乃是
關鎖的園， 
禁閉的井，
封閉的泉源。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11.對耶穌絕對的專一委身 

馬太 Matthew 22:37-38  

37 耶穌對他說：
「你要盡心、
盡性、盡意愛
主－你的神。 

38 這是誡命中的
第一，且是最
大的。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12.結出屬靈果子 Bear spiritual fruits 

雅歌 Song of Songs 4:13-15  

13 你園內所種的結了石榴， 有佳
美的果子， 並鳳仙花與哪噠樹。  

14 有哪噠和番紅花， 菖蒲和桂樹， 
並各樣乳香木、沒藥、沉香， 
與一切上等的果品。  

15 你是園中的泉，活水的井， 從
黎巴嫩流下來的溪水。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12.結出屬靈果子 Bear spiritual fruits 
加拉太 Galatians 5:22-23  
22 聖靈所結的果
子，就是仁愛、
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  

23 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
律法禁止。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13.願意完全奉獻給主 

Willing to completely offer ourselves to Jesus 
雅歌 Song of Songs 4:16  
16 北風啊，興起！ 
南風啊，吹來！ 
吹在我的園內， 
使其中的香氣發
出來。 願我的良
人進入自己園裏， 
吃祂佳美的果子。  



13.願意完全奉獻給主 

神的話—引領新婦的生命旅程 

羅馬書 Romans 12:1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 
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