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1月 21日(周六)网絡課堂: 保守愛主之心                          
 (上海林牧師記錄) 
 

v 「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太 18: 20) 

o 神在我們中間，就是在聚會中，在我們個人生命中運行。如果相信聖經說
的，就會感覺到神的靈在聚會中，也在我們裡面運行。聖靈在我們裡面作

工的時候，就是運行。 
o 另一說法，就是恩膏。恩膏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字。恩膏，就是聖靈
在運行，說話、教導。我們需要留心，把心思意念聚焦在主的身上。不要

在外面尋找，主已經在我們裡面。所以每一次提到主在我們中間，就是祂

已經在我裡面，在聚會中運行，因為主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o 在各地的同工，你們不是來上課，不是來上一般的學校。我們的上課與一
般的學校不同，不是領受知識，而是與主、與聖經連接。若與聖經連接，

自然就是與主連接。主就是那靈，與主連接，就是與聖靈連接。主是靈，

就是聖靈。 
o 這世界還有邪靈，是屬於魔鬼的。 <約翰壹書>第四章有教導，凡在耶穌
以外的都是錯誤的靈。中文聖經說謬妄的靈，或者說是不正的靈。從世界

來的，從一些風俗習慣來的，世界流行的，背後都有一個靈，對我們來說

都是錯誤的靈。 
o 我們只能領受聖靈、神的靈。只有神是公義的，祂的另外一個名字叫義者。
我們領受的乃是那位義者，那位聖潔的神。靈是看不見的，需要我們用心

來接觸。心要漸漸安靜下來，不要想別的是，現在就轉回到裡面，就是主

那裡，回到在我們裡面的主。 
 

v 培養靈覺 
o 要培養我們的“ 靈覺” 。很少人會注意到裡面靈的感覺。舌頭有味覺，聽
聲音因為有聽覺，眼睛有視覺。對神的感受，是用靈裡面的耳朵，就是靈

覺。所有對聖靈的事，都是從我們的靈覺感受到的，有時候是感覺，有時

候不是感覺，只是一個領受。雖然看不見聖靈，卻是可以感受到，但是要

用心來感受。 
o 對神的心意有所了解，對聖靈的運行、行動有所感受，這一切都在我們的
靈覺裡面。要明白耶穌住在我們裡面，聖靈在我們心裡面，與耶穌接觸，

就是要用我們的心來接觸。 
o 用心來讀經會遇見神，用心聽道會聽到神的聲音，用心尋找神就能尋見祂。
心是在裡面，不是在外面。身體是在物質界，所以我們能接受看得見、摸

得著的事物。但是一講到心靈的領域，很多人就不知所云了。 
 



v 心的重要 
o 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從心裡面先想到了，才會去做。 「因為他的心怎
樣思量，他為人就怎樣。」(箴 23: 7)  

o 要去一個地方、要與人見面，甚至要犯罪，都是心裡先想到才去做。想要
對人好，也是心裡先想到。所以，心是決定一切的，尤其是我們與神的關

係。對人也是一樣，對人好，對人不好，恨人，都是在心裡面。因此，我

們要注意自己的心。 
o 「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箴 23: 26)神
知道如果得到我們的心，才能得到我們這個人。把心歸給祂，才能注意到

在我們裡面的主。聖靈說話、運行時，我們才能知道。 
o 你的眼目，就是你的注意力；靈裡的看見，就是靈覺。 
o “ 心要歸我” ，就是要留心、注意。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喜悅。 “ 喜悅” ，
英文的翻譯有“ 留心” 的意思。英文是“ obser ve” ，就是一直看，一直
注意。 

o 一般人說的道路，是指看得見的路。神的道路是看不見的，就是祂要帶領
我們所走的路。 

o <以賽亞書>第 55章說，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
念。天如何高過地，神的道路也高過人的道路、意念。 

o 神是無所不知的，祂創造天地萬物，也創造人類；所以祂的道路是 好的

道路。我們跟隨主，走祂的道路是 好、是 幸福、 快樂、 滿足的。 
o 周牧師見證: 52年來，神帶我所走的路，無論居住、服事。我要用引用詩
篇六十五篇十一節說，神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o 聖經中講的脂油，是指上好的福份。跟隨主，所走的道路，神所給的都是
祝福。這祝福不一定是錢財，而是裡面的平安、喜樂、滿足感。而且跟隨

主，就不會走錯路，不會犯罪。耶穌說，我就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

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 12）。約翰壹書說，神是真光，
要照亮世上所有的人。神能夠照明我們裡面所有復雜的情況。 

 
v 順服內在的光 
o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 119: 105)神是我們的光。
聖經是我們外在的光，就是我們該說什麼、該做什麼，都按著神的話，就

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還有內在的光，就是耶穌的靈在我們裡面。我們的靈

覺越敏銳，對於聖靈的引導、教訓、改正就越敏銳。 
o 我們還需要有一顆愛主的心，順服主的心。所以神說，我兒，當將你的心
歸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悅我的道路。 

o 如果沒有將心歸主，主還是沒有得著我們。當讀經、禱告、奉獻，若沒有
把心給主，主沒有得著我們，我們也沒有得到主。 

o 聖經說，當將身體獻上當做活祭。身體是包括靈魂的，就是把全人獻上。



若將心給主了，就是全人的奉獻。因此，無論是做什麼工作都是在侍奉主。

心歸給主，深深愛主，主要我做什麼就做什麼，主不叫我做什麼就不做什

麼，才是真正的侍奉主。 
o 用心愛主，才是真正的愛主；心裡的悔改，才是真悔改；心的順服，才是
真順服。 

 
v 保守你的心, 將心歸主 
o 「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為一生
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 23)我們一生所做的，無論是好的，或是不好
的，都是從心裡開始的。正如箴言二十三章七節說的，他的心怎樣思量，

他為人就是怎樣。 
o 所以，心決定一切。決定我們從神那裡得到多少，決定我們與神的關係。
人所作所為，都是從心裡發出。所以，神改變我們，是從我們的心裡面開

始。 
o 《以西結書》三十六章說，神要把我們的石心除去，換作肉心。肉心就是
柔軟、順服的心，就是耶穌基督的謙卑柔和的心。石心就是剛硬的心。如

何知道你的心是否剛硬，就是看你對神的話順服到什麼程度。 
o 如果聽到今天的信息，毫無感覺，還不知道將心歸主的重要，那是因為裡
面還有一個石心、一個剛硬的心。學了這個課程後，急躁的變不急躁，與

人的關係變好了，那就是石心被神挪去了。 
o 將心歸主，神才能在我們心裡動工，才能除去裡面剛硬的地方，把耶穌基
督柔軟謙卑的心放正我們裡面。 

o 一個簡單<將心歸主>的禱告：主，我把我的心給你。主，祢知道我愛祢，
我要將心歸祢。我失敗、軟弱了，若說錯了，或做錯了事，我會回到主面

前。向主說：主，祢知道我愛祢。我把心歸給祢。 
o 將心歸主，就是愛主。將心歸主，主就可以在我們裡面動工了。神從不勉
強人要將心歸祂，神要我們自己選擇，而我們卻沒有像馬利亞一樣選擇那

上好的福分。馬利亞就是要坐在主的腳前，聽祂的話。所以，她的靈覺特

別敏銳。主講的話，她都聽進去，都相信了。馬利亞注意聽，聽明白主的

話，積攢錢財買真拿噠香膏膏主，因為主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o 如何保守我們的心，保守愛主的心、清潔的心、良善的心？若讓負面、不
正當的思想進來，就會受到傷害。所有邪惡、負面的思想都要一概拒絕。

猶大賣耶穌的意念，是撒旦放在他裡面的（參約 13: 2）。從神來的都是正
面、積極，都是鼓勵我們，讓我們振作起來，讓我們活過來的。 

 
v 將心歸主, 活出道成肉身 
o 聖經就是神的話，是太初就有的道。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穌基督。領受了
這生命之道，神的道就在我們身上成為肉身了，這生命之道要從我們身上



活出來。 
o 在耶穌身上，他把神的話、性情、榮耀彰顯出來。今天我們領受了神的道，
要活出神的道，照樣也是道成了肉身。 

o 《約翰壹書》一開始就說，這原有的生命之道已經顯現出來。顯現在耶穌
身上，顯現在我們身上。門徒都活出了耶穌的道，這生命之道都在耶穌門

徒的肉身上顯現出來，都成了道成肉身。我們就是要活出這個道成肉身，

活出在我們裡面的耶穌基督。 
o 神不是偶像。主的榮耀、美德、豐盛的，這都要從我們身上彰顯出來。若
我們裡面被挑動了，就是聖靈在我們裡面說話、運行，將石心除去。 

o 第一要將心歸給祂，祂就能作工；其次，就是要保守自己的心，保守愛主
的心。 

o 要常像大衛在詩篇十六篇中說的， 
我的心哪，你曾經對耶和華說，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我的心哪，不要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不然愁苦必加增。 
可以常常用詩篇十六篇，作靈修的資料。 
我們也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心說 ～ 
我的心哪，你不要愛世界； 
我的心哪，你曾經奉獻給主，曾經勵志要一生一世跟隨主； 
我的心哪，你說過，我的好處不在主以外。 

o 要切切保守自己的心，常常想到主就在我心裡。什麼時候想到不好的事時，
撒旦就想要進到我心裡。這時，要拒絕，要一概的拒絕，然後要想到，主

祢就在我裡面。 
o 「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藉著祂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弗

3: 16)  叫我們振作、活過來、重新得力的，是聖靈在我們裡面所做的工作。
祂在什麼時候做呢？就是在我們相信基督在我們裡面的時候，聖靈就在我

們裡面工作，讓我們感受到祂的能力、復活的大能。耶穌復活以後，才能

住到我們裡面。耶穌在肉身的時候，沒有辦法進到門徒的里面。 
o 基督什麼時候活在門徒裡面？是在基督復活升天后。祂將祂的靈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祂住在我們裡面。聽了主的話，相信了，就活過來了，裡面

就剛強了。 
o 與主連接了，這條路持續走下去，會越走越好。箴言四章十八節說到，義
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靠著聖靈，跟隨聖靈的人，

就是義人的路。 
o 內在生活的路，就是與主連接的路，持續走下去，一定會越走越榮耀。千
萬不要半途而廢，就是不要離開主，要在凡事上跟隨聖靈，這條路就越走

越榮耀。就是聖經上說的榮上加榮、恩上加恩、福上加福。 
 

v ［周牧师的祷告］ 



主，我愛祢，謝謝祢挑旺我。就在這個時刻用祢的話、祢的靈來將

我與祢連接。主，我願意回到祢的里面。 
我是屬於祢的，祢是屬於我的。我要像良人與佳偶一樣的，與祢有

密切的關係。幫助我們每一位無論在哪裡，都能像保羅所說的，現

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阿們！ 
［周牧師帶著大家一起禱告、唱詩讚美主！ ］ 
 

 
v 如何在聚會中跟隨聖靈？ 
o 越講越有力量的秘訣就是，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節的，耶穌在我們中間。
就是因為相信聚會的時候，耶穌在我們中間。 

o 無論在哪裡，主聖靈就在我們中間。這樣相信，就與主、與聖經、與聖靈
連接，我們自然就活了，聚會就活了，是滿有生命的聚會，因為主就是生

命。祂與我們同在，就是滿有生命、活潑的聚會。這就是主耶穌說的，神

是靈，拜祂的必需要在靈裡面拜祂。 
o 用自己的話說就是，神就是聖靈，聚會要享受祂的同在，得祂的祝福，就
必需要跟隨聖靈，要在聖靈的里面，要用心靈敬拜祂。 

o 靈覺的培養，不單在聚會中，更是在生活中。聖靈給我的感動、教訓，若
順服，靈覺就越來越敏銳。但是順服聖靈的感動不是那麼容易，必需要否

認自己，拉下自己的面子。 
o 聖靈的引導，常與我們的意願是相反的。 《加拉太書》提到，聖靈與情
慾彼此相爭。聖靈喜歡的，不是肉體喜歡的；肉體喜歡的，不是聖靈喜歡

的。所以，要讓靈覺培養的好，就一定要常常順服。而很多時候，順服是

需要犧牲，是要付出代價。 
o 常因為沒有時間，沒有意願，違反自己的喜好，就不能順服。但是若將心
歸主，就容易了。 

o 羅炳森師母說，這條路，對肉體來說是難的，但是對愛來說就不難了。愛
不是感覺，真正的愛乃是犧牲。耶穌的愛之所以真，因為是捨己的愛。其

實捨己的反面就是活出耶穌基督。常想到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條受苦的道路，

但很少想到十字架的道路在另外一面卻是榮耀的道路，十字架把我們引導

榮耀、引導耶穌的面前。 
 

v 主給網校 2017年的應許 
o 這應許必要成就。就是，這殿末後的榮耀要大過先前的榮耀。 
o 殿，是聖靈掌權，居住的地方。不是指一個房子，或是某一個教會。殿是
聖靈住在誰的里面，誰就是聖靈的殿。保羅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

靈的殿麼！ <哈該書>第二章七節，是主所給我們網校的應許。 
o 神要震動萬國。萬國不只是指國家，各地的教會，各地的兒女都包括在萬



國里面。神要震動，在喚醒、在更新、在調整，都是包含在祂的震動裡面。

好要讓萬國的珍寶，就是那些真正愛主，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可以能夠顯

明出來。神使用這個網校就是來做震動的工作，要顯出珍寶。 
o 珍寶有兩方面，一是指耶穌基督，也是萬國所羨慕的；另外就是愛主，被
主改變、製作，生命越來越像耶穌的人。既然耶穌是珍寶，當然將來那些

被改變像耶穌的人也都是珍寶。 
o 周牧師的禱告就是，今年網校的 1600 學員一個都不漏掉，但願他們的名
字都寫在羔羊的生命冊上。但是要留心，要將心歸主。 

o 我們的心常在主以外有所愛慕、有所追求。心若溜掉了，就要回來，像書
拉密女一樣回來、回來。書拉密女，就是愛主的人，就是佳偶，就是心已

經奉獻給主，但是又冷淡了的，要常提醒自己回來、回來。 
 

v 用短歌提醒自己，保守我的心。 
主啊,我心愛你,現在愛你,永遠愛祢。 
任憑海枯石爛,主啊,我心愛祢。 [短歌]  

 
v 兩三個人奉主的名聚會，主就在我們中間，不要懷疑，不要事先計劃要怎
麼做。從安靜開始，至少一個小時，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為的是尋找主。

主就在我們中間，安靜，什麼都不做，過一陣子會發現，什麼都不做，神

卻在我們裡面做了很多。 
 

v ［周牧師的女兒的見證］ 
因為失業在家，聽了父親的教導，花時間操練安靜等候。一個星期

後，她告訴我，她現在比以前稍微安靜了一點。在她安靜的時候，

耶穌到她的跟前來，在她的心裡作工，好多東西被融化了，但是不

知道這些被融化的東西是什麼？突然她卻發現對丈夫的愛多了一點，

對他說話也比以前客氣了些。 
我知道神在她心裡做工。什麼都不做，就是給神來作工。 
女兒的個性急躁，禁不起別人說她的，常為自己辯護，現在比較安

靜了。神在她身上做了改變的工作。 
 

v 關於安靜等候神 
o 安靜中的奧秘很難說明，要自己去體驗，慢慢就發現神在裡面挪去了一些
東西。通常我們想的是，我要做什麼。但很少時候想到，神在我的里面要

做什麼。 
o 神造夏娃，使亞當沉睡，從他身上取了一根肋骨。好像神在給亞當動手術，
取出一個肋骨，用肋骨造了夏娃。所以神作工，不單是在我們安靜的時候，

即使是在沉睡中，神仍會在裡面作工。 



o 操練安靜等候的時候睡著了，就好好的睡吧，因為很可能神使他睡著了。
累了，需要睡眠，能夠安靜下來就睡著了。神知道是身體累了，或是需要

睡眠，或是神需要在他身上作工，所以神就使他睡了。這樣神才能在裡面

作工。 
o 你要做的太多，神就不做，就讓你做。但是做到 後都是失敗，都是虛空，

都是不快樂。 
o 安靜就是歇下自己的工。 《希伯來書》第四章說的，要竭力進入神的安
息，竭力的要停下自己的工。這個工，不一定是不上班，不服事了。乃是

自己要用自己的力量想要成就什麼。要歇下自己的工，才能進入主的安息。

主的安息，就是祂要將上好的福賜給你，把次好的都挪掉。 
o 要活出聖經。如何活出來？就是需要安靜等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