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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安静在主面前，预备我们的心，还是要与主连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想别的事
了，就把心转向主，眼睛闭起来，很容易呀就集中。赞美主，哈利路亚！心对准了主，
那现在要记得，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心里。 

唱诗歌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唱诗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 
    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里面讲到有好几件事，一共有七、八件事。
第一是讲到施舍，施舍或者说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二是讲到祷告，主教导我们怎么
样祷告，而且讲到祷告时是这样的，是分个人的，我们自己祷告的时候，还有我们要向
为神的事祷告或者说我们的祷告应该有的那个内容。第三讲到那个赦免的问题，就是要
原谅别人，这点主耶稣说的很重，祂说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就是那些对不起我们的，
亏欠，冒犯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原谅人呢，主耶稣说，天父就必不原谅我们，说的很重，
这是需要有特别的恩典，然后是讲到禁食的问题，还有攒钱的问题，再就是讲到那个里
面的光，最后就是讲到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然后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祂
就会加给我们。这一章的主耶稣所教导的这好几方面，都是跟我们做人，做基督徒有密
切的关系，但是我们查考登山宝训的时候，不是别的，乃是内在生活。但是讲到主耶稣
祂所讲的内在生活，譬如第六章一开始讲到论施舍，论祷告，还有讲到禁食，你看这三
件事情，祂都是重点是放在内在，重点是放在私下里，在暗中，不是做给人看的，乃是
作给神看的。好多时候我们过内在生活就是这样，别人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自
己也知道，尤其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的感动光照，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改正。
这些常常别人都不知道，只是只有神跟我们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生活的问题，所以
我们查考第六章的时候，尤其论施舍的问题，施舍原来的意思就是，有一颗怜悯的心，
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特别是穷人，缺乏的。但我们这个怜悯的心，有的是天然的，有
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怜悯。从人来的就会改变，所有出于人的，包
括人的爱都会改变，唯有从神那里来的，从耶稣那里来的，乃是不会改变。那我们先来
读一段第一段，论施舍的问题，你把圣经拿出来，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
读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要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
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
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这段经文好像很清楚，是不是主耶稣叫我们行善做好
事，就是不要故意的作在人跟前，故意要叫人知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了。耶稣说，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祂说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那当然不知不觉
是法利赛人，就是所有假冒伪善的人，要知道在圣经里假冒伪善的人，不是指着别人，
乃是指着我们里面所有的那个假冒伪善的那一部分，每一个人天然的里面，都有那种讨
人喜欢，就是得到人的称赞，要被人来肯定，所以在世上如此，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
这个是天然的人，天然堕落的人所有的， 
10-20 
天然堕落的人所有的。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讲到的乃是，这个人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了，
或者说他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主已经住在他的里面了。换句话说，耶稣所讲的这种的行



善，祂是勉励我们不要在外面这样弄的很好，要让人知道，我们重要的乃是要里面，或
者说不要做在人的跟前，要得到人的荣耀、人的称赞，乃是要做在神的面前。做在神的
面前这是一个内在的生活，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在生活要记得，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主活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从我们的身上要活出
来。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不是单单活在人的面前，或

者说外面，外面如果弄得很好看，有时候不诚实，在人面前好像就可以了，甚至于会得
到人的称赞。可是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祂是看人的内心，这是《圣经》的话。神不以外
貌取人，祂所看我们的存心，我们的心地如何？神不是看我们外面所做的，或者是做了
多少，神所看是的我们里面有多少，里面是多少，或者这么说吧，好像是有一本书里面
这么说，我也看到有别的书里当然也是那么说，神看中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
是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本相——原来的样子，所做的好多时候是给做给别人看的，尤
其是在人的面前。这是我们第一要学的这个功课。 

不但是在这里说做好事，帮助人。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整个行事为人的各方面。
就是说我们如果追求内在生活，我们如果过内在生活，我们就必须培养一个心态，就是
我们是活在神面前的，我们不是单单活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必
需要知道要相信耶稣就在我里面，必需要相信神时时的与我同在。我无论在哪里，神都
知道。神都与我同在。这里主耶稣祂跟门徒讲到吃喝也好，祷告也好。我们的父就是父
神，他在暗中察看。所谓在暗中察看，就是人看不见的，祂看得见。因为祂是一位看不
见的神，又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意思是在神没有光明、黑暗、昼夜的问题，也没
有死亡生命的问题。那些在神那里，这些好像都不存在。只有对我们来说才有这些问题。
所以《诗篇》139篇那里大卫特别讲到一组奥秘的之事，他就是说，神那！你都知道我，
我坐下，我站起来你都知道。我心里所想的，远远的你就知道了。我的话还没有从口里
出来，你都知道了。换句话说，神——圣灵是参透万事万物的。当我们领受了圣灵——
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要知道神祂无所不知。我们如果过内在生活，必须要培养，活在
神面前。无论能做什么事，我们是做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们就是
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 

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不敢轻易的犯罪。他知道神在察看他，神在暗中，他的一
举一动，甚至于他的言语思想神都知道。所以我们要何止是做一个智慧人，要知道我们
可以瞒人，我们不可以瞒神。我们可以骗人，但是你骗不了神。好像美国的林肯总统，
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可以一时欺骗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人。他意思就是说
神会显明的，尤其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子民。我们是光明之子。不是黑暗之子。所
以我们要行在暗中的事，在人这方面行在暗中的事，神都知道。 
可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是在暗中做坏事，乃是把善行，好事，要做在暗中，

也就是做在神的面前。所以刚才说你们要把施舍善行行在暗中。四节说要叫你施舍的事
情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们。我觉得我们过内在生活，要有这样一个心
态。要有这样一个信心。那就是是神必然在暗中观察我们。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心态的
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犯罪。这是一种活在神面前的心态，比我们尊敬神、敬畏神还要
重要。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你这人不但是过内在生活，你乃是一个活在神里面，
是一个住在主里面，也是一个住在光中的基督徒。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至于我们帮助别人，尤其在这个奉献钱财方面，或者在其他方面，帮助那些有需要

的人。做时候尽可能的不要让人知道。这里主耶稣特别讲到“故意”，对这个假冒伪善的
人体系提醒，不可以将善事行到人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个我们要留心。这个是注意天
然的人，这个是人的肉体，人的老我。 



00:20-00:30 
 
其实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就是都是要对付我们这个天然的“己”或者说，祂就是教导我
们要否认“己”；为要背起十字架来，因为做好事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比喻，读经、祷告、
在教会里头服事；一般让人知道得着人称赞；得着人的肯定。这一些都是天然人所有的
光景；说的不好听，都是肉体；都是那个老我的彰显。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
要小心……”要小心，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必须要注意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那个
随时这样的提醒。哦，我觉得很宝贵，当我这样默想的时候，我就说：哦，在这些经历
当中就是要告诉我们过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活在神面前，是活在里面，不是活在外
表；不是在人的钱面前；这一点很重要。第五节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左
手”那意思就说不要尽可能不要让你周围的人，特别左右手跟你很接近的人，特别是能
够不要出面的在后面有，特别是我又想到《路加福音》第十章:38 节那个马大跟马利亚
这几个故事，我就想到，马大跟马利亚，她们的那个爱主不一样。就是一个是……感谢
主！现在的声音比较好一点。谢谢主！好，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马大
跟马利亚，她们俩个人的服事；也不一样。就是马利亚比较暗中做的多，我们看起来好
像哦，马大跟马利亚更热心。因为耶稣来了，马大就忙着要做菜要接待客人，马利亚祂
要坐那里听道。好像有的人不了解你这个爱主，安静等候神，就以为你安静等候神什么
都不做了，其实一个等候神的人，她因为做的多，她才需要多等候；那她因为爱主爱的
多她才需要，她就愿意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就这个爱主也有在外面的和里面的；哦，
那么许多在外面爱主的呢，就难免会有些掺杂。就是哦，希望要表现让别人能够看到，
你看我多么热心，我是多么爱主，这种的爱主这不是就是热心，这是肉体的热心，所以
就可以说是肉体的发挥她的那个热心，真正爱主的人是很少说话的，都是在暗中。做在
暗中，当然圣灵要她说话的时候，当然她还是会说话的，当然这里，就是要注意我们要
学的就是，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尽量的做在神的面前；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神看。
而且主耶稣一再的给我们提到说：“我们会得到天父的赏赐，”当天父要赏赐给我们的时
候，我告诉你，那个是无法记算的。这里那个第四节最后啊，那个小字里面还加上“明
处，明处报答”暗中报答，我相信神的同在会更多，神的显现会更多；“明处报答”我相信
神也给我们外面的祝福。比喻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神祝福他，他也很富有。还有约伯，
他是当时代最有钱的一个人，都是神祝福他。但是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
是耶和华。”这个在他的经历的里面，他都经历到了。哦，神也许可撒但来攻击他，把
他所有的都给剥夺了，当他学了生命的功课，就是当他真的是认识神了；你也知道神让
我们所学的功课，虽然我们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遭遇可能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神要我们认识祂。神要我们谦卑在祂的面前，看到我们的无有，能够认识祂是
万有的神。 
    所以约伯当他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他最后一句话说他：“我从前风闻有祢，如今
我亲眼看见祢了。”所以在灰尘中悔改，当人认识神的时候，越认识神，这个人他就越
谦卑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就是光在祂毫无黑暗，当我们更靠近神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
到我们自己的败坏，自己的实在是一个堕落的罪人。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只
能谦卑在神的面前；又有人学会了这个功课以后，神呢就再次的加倍的祝福他。牛、羊、
女儿啊，儿子啊，神祝福他要给他的女儿呢，那都是全地上最美的；神是把最好的都给
他。所以我相信当父要来报答的时候在“暗中”在“明处”他都会，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真
理之后，我说过，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失去的就是得着。你降卑就是升高；你贫穷就是
富有。这是在天国里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所说的。如果我们要是明白父
报达，父要赏赐的时候；那是无法估计的，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会打这个算盘的



话，我们就不会再在外面做一些好事呢，就希望别人都来知道，都来肯定；我们就不会
求人的荣耀。只是求神祂来祂得荣耀，当祂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跟祂一起得荣耀。这
是关于施舍的问题，这里面当然牵连到了，我们在金钱上帮助别人，圣经所教导的那个
“十一”奉献，很多人忽略了这个福份。很多时候，我鼓励别人，我自己呢也这样接受别
人的奉献，那是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祂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也就是说，
神赐福给那些给的人，超乎那些领受的人。 
00：30-00：40  
而且耶稣特别讲到：“人如果为他的缘故，如果舍弃这个、舍弃那个的话，祂说；没有
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可 10:30），甚至于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他说：“人
如果因着我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的，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太 10:42）。
所以不管是奉献金钱，或者是帮助别人，就是给别人倒一杯水，但是你倒的时候，你是
为耶稣做的，我告诉你，主耶稣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甚至于主说：“你这样做在
一个小子身上的，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太 25:40）。你看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是做在
神面前，为了主而做，我告诉你，那个赏赐、那个价值是无法估计的。所以，不要求人
的肯定，要让主来赏赐来报答，主的赏赐和报答就是神的肯定，而且是神所喜悦的。 
    第二，关于讲到祷告，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把祷告讲完，第五节到第八节，请你把圣
经打开一起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
口上祷告，故意的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
候”（太 6：5-6），注意耶稣在这里讲：‘你’，前面是讲‘你们’，这里是跟我们每一个人
所说的话，你现在在线上听课的，耶稣说：‘你’，“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
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的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
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就早已经知道了“（太 6:6-8）。 
 
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有好几点，第一，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基
督徒都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都会祷告，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都祷告，尤其是在
圣灵充满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一被圣灵充满就会祷告了，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有的基
督徒真的是还不会祷告，因为祷告也需要有人有一些教导。祷告的定义在圣经里面，要
记得不是单单求告、不是祈求，它是包括你们有所祈求，有所要求。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祷告，简单地说来就是我们跟神在讲话，我们跟神在交通、在对话。所以在圣经里面所
说的祷告，不应该只是单行道，就是完全是我们对神，好像是神一点都没有给我们回应，
不应该是这样。圣经里面的祷告，乃是向着神来说话，或者说与神在对话。当然你祈求
的时候，你就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可是你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过一个内在生活，内
在生活的祷告，乃是一个与神相交地一种的对话，不一定出声，不一定要说出来，很多
时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心与心，灵与灵的相交，这个是比较有深度的祷告，这是
圣经里面所说地祷告所包含的意思。很多的祷告圣经说是祈求，向神有所要求，但是也
有很多的祷告，特别在诗篇里面，你读大卫，他常常祷告的时候：”神啊、主啊，你要
这样”，然后他也谢：“神啊，你在我的里面，我在你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你是我的
产业，你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也向他说话，他知
道神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面和十字路
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们的祷告是做给人看，而不是对神说话。其实我们祷告
的时候要记得，你基本上是在跟神在说话，把你心里的话跟神在说，你不是对人说，你
是对神说。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过去我也经历过这样，他是借着祷告来对人说话、来



教训人，甚至借着祷告，来定罪别人，这样的祷告神不会听的，神知道你是在肉体的里
面，借着祷告好像把你不能跟人说的话，借着祷告把它说出来，这是一种弯曲，这不是
向神祷告。平时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要记得都应该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神圣
的态度，因为只要涉及到神，只要和神发生关系，都是神圣的！你在神之外都是世俗的，
你一接触到神，你一来到神的面前，就有一个 hopy，就有一个圣洁、神圣的因素在里
面。所以祷告是人向神说话，祷告是一件很神圣很隆重的事。有的人祷告的时候他会突
然笑起来，讲到什么可笑的事就笑起来，好像没有那种敬畏神的一个态度。当你去见一
个国家的领袖、一个政府的领导人、一个高级的人员，你不会随便说话是不是？甚至你
去见这样人的时候，连你的衣着你都不敢随便。讲到这里，我常常注意到我们弟兄姊妹
参加掰饼聚会，就是领圣餐的时候，领圣餐的聚会，可以说在所有聚会当中也是最神圣、
最荣耀、也是最圣洁的一个聚会，因为我们来是吃喝主耶稣，享受他地全备的救恩。 
00:40-00:50 
    祂所成就的享受祂的爱。这个时候我们来吃喝祂，来赴祂的宴席。那我们就不能够
随随便便的穿一个开身的衣服，穿一个平时所穿的，特别来领圣餐吃主的身体、喝主的
血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现在纽约有个老姐妹，在美国教会里面，她是一个
敬畏神的姐妹，她非常看中领圣餐的聚会。她总是要问：“是不是下一个礼拜天要领圣
餐啊？”，如果是的话她就早早的预备她的心，甚至于她要洗澡换衣服，把那种好的衣
服拿出来，就周日可以参加擘饼聚会。在美国的传统上，最好的衣服都是礼拜天穿上教
堂，所以他们有一句话形容你的衣服最好的衣服叫做 Sunday best，星期天的最好的衣
服，都是星期天穿，就像我们中国人过年要穿新衣服、好衣服一样。这是在神面前的态
度。我们要过内在生活，我们就是要小心要注意，我们要操练要活在神面前，不是单单
在人面前，你如果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不要说，你不敢轻易的犯罪，你连说话都敢
随便说。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面前。 
 
    那么在祷告的事情上更是这样，是你直接这样在与神在交谈。这个时候，是你在地
上的人和天上的神这样的连接交谈，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不可以
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故意叫人看见，故意叫人看见就说：“哦，你看他们多敬虔啊！
他们多属灵啊！”连这样的称赞我们都要小心，我们都要小心。有时候我们称赞人也要
小心，如果你称赞的不当的话，反而增加他的骄傲。这些都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称赞
人也在合益的时间。那么你如果指责人，这更难了，那更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合适的
时间和地点，等候神的时候，都需要神给我们有智慧。那主耶稣讲到：“你们祷告的时
候，就是要进到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就查看，必
然报答你。”祂告诉我们。下面我们先讲吧，第七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外邦人
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这是我们要注
意，祷告不要用重复的话。有的时候当然有圣灵的感动，你觉得特别的重要，是出于圣
灵的感动，当然可以重复；一般不要重复。而且祷告呢，不要太长。怎么说呢？也就是
说；你如果有一个感动，你就很中肯的几句话，不需要有很长的甚至于还要配上圣经的
句子。有的时候需要配上圣经的话，那些话使你得到了鼓励，那么你有圣灵的感动就说
出来，也是鼓励别人。但是我在这里说，你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并不表示你是活在这个
圣经话里面，并不表示说那些经文是你的生命，多半很可能是你的知识，你就用来这样
作祷告，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很实在的。我们在主面前，越实在越好。主耶稣祂在这里
教导说，祂说：“不要像他们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在约翰福音里面提
的更多的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在这里就是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实实在
在的人。 



    其实内在生活都是很实在的，我们要过内在生活，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实在的人。
那么这里最后一句就第八节，主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
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就早已经知道了。”这句话里面这是有让我们很多可以学习的。
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不需要说的太多。因为主耶稣说：“你还没有说以
前你们的天父早已经知道了。”有时候我感觉听到有人祷告的时候，好像神什么都不知
道，都需要我们来告诉祂，不需要这样。你要相信神都知道，我们在没有祷告出来，祂
都知道；我们心里所想的祂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祂都知道。我们身体上有病啊，祂都
知道。我们不需要来告诉祂怎样怎样。这里说你们的天父就早已经知道了，尤其是我们
所需要的我们生活上的需求。主耶稣在后面就讲到了，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
的义。你们所需用的就必加给你们”不是先求生活上的需要，乃是先求神的国。在底下，
主耶稣祂教导人的祷告里面，就让我们该知道怎么样该先求什么。可是一般人祷告呢，
总是先求我们所要的，先求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我看，十个基督徒，九个都是这
样的来求。但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需要在没有祈求以前天父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
们的祷告越简单越好。还有啊，我要提醒你们在吃饭的时候，谢饭的时候的祷告，那个
时候不是做很长的祷告的时候，你就是谢饭，求神来祝福那个饭菜。那个时候要记得，
有时候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有人很长的祷告，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很长祷告的时候。
那在祷告聚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你有很多事情祷告，你可以祷告两次，然后甚至于三
次，把它分开来祷告。那这样的话呢，你一次不会做很长的祷告，同时你可以给别人有
机会他们也可以祷告。最好在一个祷告聚会里面都有机会祷告，都能够开口祷告。你如
果还没有祷告完， 

0:50-0:60 钟洲  

你如果还没有祷告完，你第二次再来祷告，甚至第三次都可以。但是每一次不要太
长，每一次你把一个重点带出来，这样的话大家都有机会发表，都有机会来祷告。 

那主耶稣前面讲到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第六节，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
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意思就是说
祷告——你个人祷告的时候，那是非常个人的事情，那个是你单单跟神在一起。这个时
候，祂讲到的“内屋”、“关上门”就是不要让人看到，好像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在会
堂里、在十字路口。会堂是人多的地方，十字路口那是交通要道，也是车辆人马很多的
地方。祂就说你要单独地跟神在一起！这里就是说到我们与神的独处的重要，尤其是我
们要往深处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与神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这里的人所说的这个“内
屋”、“关上门”，这个也就是说到我们要回到里面。“内屋”是我们心灵的深处；“关起门来”
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杂念，把它排除掉，拒绝掉。 

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不是？就是一坐下来，
一安静下来，好像我们的思想就游荡，就乱飞，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情形。但是你不
要灰心，也不要放弃，这是一个过程，必须经过的。还有圣灵会处理这些问题，那就是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的思想，尤其事情多，家务、或者是职业上的
问题，教会的问题，……很多啊！神都知道！所以我们来，不太容易一下子就好像把门
关起来。圣灵会带领我们，要相信！神会使我们的心慢慢静下来，而且能够集中在祂的
身上，将注意力转向祂，将思想来转向祂。因为我们要排除这个心思意念游荡的话，也
是需要操练的，也是要经过相当一段的时间。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带着一个



简单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与祂独处。你要把门关起来，要进到内屋，没有人在，只有
你跟父神在一起。 

那你这样来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祂必
然帮助你，祂必然把你带到你所愿意的那个阶段、那个深度，祂必然向你显现，必然向
你说话，祂必然祝福你，使你跟祂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因为神愿意这样，而且神要这样
做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们肯花时间来到祂的面前，祂就会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知
道！我这五十多年来这样学习这样来安静等候，神在我里面就是不知道做了多少！我什
么时候才开始发觉的呢？就是在经过了几年，我想总共加起来差不多七年的时间，我就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每天早上四个小时，八点钟到十二点钟，什么事都不做。我就是
这样安静在神面前，有时候读经，有时候祷告，有时候唱诗，有时候我坐着什么都不做。
但是神在那里，我常常感觉到我所做的那个，我多半是在我的卧室里面，我常常感觉我
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卧室充满了神的同在，真的是好像天堂一样，在地如在天。 

我记得特别我在没有全职，在放下全职以后的头五年，那时候没有出外服侍，教会
的人也不多，所以我能够花整个上午的时间，能够在那里与神独处。就是耶稣所说的，
关起门来，进到内室，单单与神这样的来祷告。那是享受，那种祷告进入神的同在与神
这样的，真是生命的交流，在灵里面的交流，所以很快四个小时就过去了。开始的时候，
想到：哇！四个小时那么长！我告诉你到了后来，就觉得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你在那里
是享受，你是吃喝，你不是在那里背重担，你是在那里得安息，得喂养，得饱足。都是
在这几年当中，神在暗中报答了。也就是说，祂因着我这样地花时间来等候祂，祂就做
了很多在我的里面，实在是超过所求所想。 

我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就是当我满了 60 岁，祂差遣我出外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
我就发现：哎呀！我里面怎么有那么多的话？好像说不完，一讲到耶稣啊，里面就好像
那个活水一样一直往外流，流个不停！那就是父在暗中报答。你如果这样去做，父也会
在暗中这样报答。赞美主！ 

下面主耶稣接着就是教导怎样地为神的旨意、为神的国度来祷告，里面也提到人际
关系，还有属灵的争战。主耶稣就是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三节，这个我们也许到下一周再
讲吧，因为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的。这段一般人说的主祷文，The 
Lord prayer，这个不能说是主的祷告，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主教导我们祷告，这
个《圣经》里面那个副标题加上去很好，它说：主训人的祷告，主教训我们怎样来祷告。
它不是主耶稣在那祷告，当然祂祷告祂都包括这些，祂是教门徒。因为第九节祂说：“你
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你们现在，你们的祷告都是为自己求这个、求那个，耶稣说：
你们要这样，要换一个方式！那么这个细节，我想我们也许下一周，可能最后一周，我
们就把第六章希望能够看完。赞美主！ 

60-70 分钟  志云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停在这里。我还是要留一点时间给她们几位的牧者来有所回
应，还有弟兄姐妹也可以跟着她们一同有所回应。 



赞美主！哦，主要帮助我们，赞美主！我们要追求内在生活，要学习活在神的面前，
这是莫大的救恩。我们若学习活在神的面前，我告诉你啊，我们有很多问题都很容易解
决。赞美主！无论是淑芳牧师、郭牧师，你们若是有感动就接下去。 

（以下是郭牧师的分享） 

我很想要周爸爸继续讲下去。既然您把时间留出来，我就想分享在这几天，我刚好
有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跟大家讲到安静等候神、祷告的问题。我就曾经讲过说，其实在安
静等候神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甚至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
有些还不懂过内在生活的人，当我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她们一开始
祷告就是做代祷，就是拼命说：“主耶稣啊，你要帮助这个人怎么样，帮助那个人怎么
样啊……”我就一直说：“唉，你怎么没有为自己求呢？”，然后这几天，在几个不同的场
合，我曾经讲过说“其实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为自己祷告。”他们
听了就吓一跳，说：“那是不是很自私啊？”我说：“其实，我讲的祷告就是在跟神讲话。
就是有时候是很感恩、很感恩；有时候就是赞美祂；有时候就是跟主说：‘哎呀，我真的
很需要更多的爱心，我很想更爱主。’“就是这一类的祷告，一直求，一直求。特别是我
女儿说“这样，是不是太自私地为自己祷告？“我说：”不是。这个是在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因为不是求地上什么东西呀，不是求主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是求祂的国
祂的义。“我说：”这个是神所要的祷告。“后来，我讲了他们才明白。因为我发现很多弟
兄姊妹，真的不懂得为自己求，就是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今天牧师讲
了这个，我就刚好想起这些。 

这样，可能我们服侍教会和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祷告。其实就是在
跟神交通，跟神在交流，跟祂讲话，跟祂有爱的交流，这些，其实就是祷告的内容。我
先分享到这里。 

（赖牧师的分享） 

我想，我接着郭牧师来分享。今天周牧师的信息，很多地方教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
我想《圣经》也很具体的教我们怎样操练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6~18节，大家都很熟悉，“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今天也常常讲到“父
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这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因祂自己就是个喜乐的泉源。我们
一想到祂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来由的很自然的喜乐。所以这个“要常常喜乐“，是我们
活在神面前，自然的那喜乐的泉源就打开了，从那里面涌出恩言，从那里面我们进入神
的同在中。所以凡事有父就是圣灵在那里暗中查看。 

“不住的祷告”刚才郭牧师讲道：就是为自己求，其实是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凡事求问”。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7 节教导我们“不住的祷告”。有时候弟兄姐妹会说：”哪有那么多话可以这样祷告不停
呢？哪有那么多祈求需要这样的祷告不停呢？“这就是郭牧师刚才讲到的，常在心里跟
主保持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主谢谢祢，凡事谢恩；主我感谢祢，主我爱祢；主耶稣我赞
美祢，主耶稣有祢真好。常这样操练，渐渐的会培养成一个与主不间断交通的习惯。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主怎样教我操练学习活在神的面前。那
是从初信主的时候就开始了。 



第一个，就是天天等候神，因为等候神是最快乐的时光。所以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很
快乐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领受一天从喜乐开始，我们就很容易可以进入“常常喜乐”。 

第二个，学习效法大卫——“凡事求问”。尽量学习，不要等只有大事才求问神，在
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也求问神。这也是我们进入不住祷告一个很好的培养。有时候我会问
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求问神？”他们会很可爱的说：“我大事才求问神，小事我就自己
做了。”这个说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可是这里面失去了一个福气。在小事也求问神，不
自觉我们就进入跟主不间断的交通，而进入一个祂时时与我们同在，处处与我们同在。
这样提醒我们神同在的意识，就是提醒我们，我是活在神的面前。 

再来，培养一个很好的习惯---睡前省察。睡前省察这一天所思所想包括内心的意念。
这样每一天晚上在主耶稣的面前做一个省察，可以帮助自己有非常甜美的睡眠。 

我想，我从初信大概主就这样的带领，以致于我们渐渐的里面跟主有个不间断的交
通。培养活在神面前，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们对圣灵的提醒会越来越敏锐。祂
一眨眼，我们好像就感觉到：哦，我错了。或者是，一个意念又上来了，（圣灵）向我
们一眨眼，这都是在里面意识到，哦，这种话不讲也罢了，这个时候我讲出来的话一定
不好听，就吞下去了：“主啊，交给祢。“ 

每天晚上睡前省察自己的情绪心情，因为《圣经》也教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处
理好自己的情绪，  

1:10~1:20  爱玲  

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很健康快乐的心情，常活在神的面前，常进入渐渐的就进入祂的同在
中，而自己成为一个活泼健康快乐、心理健康的人，我这样分享完了。 
郭牧师的分享：谢谢赖牧师。那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今天周爸爸特别讲到前面那

一段的时候，就是论施舍。就是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就是只给、只在暗中让天父
知道。他提到很多很多事就讲到说，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就是活在神面前，我们过内在
生活的人就是常常想到，就是常常觉得神就在这里，主就在这里，就在旁边，我做的每
一件事祂都看见，我说的每一句话祂都听见，祂都在听，甚至我心里的意念祂都在鉴察，
祂都知道。这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就是一个过在内在生活的人，就是常常感觉到
神就在这里，一位活的神就在这里，我的一举一动衪都知道；祂都看见；祂都在鉴察。
所以我们第一就会觉得说人怎么看、人怎么说、人怎么反应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这位神
祂怎么看，衪觉得怎么样，祂是不是喜悦，还是不喜悦，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就会
感觉到，人知不知道、人称不称赞都无所谓，但是我的天父知道了，祂心里很高兴了，
祂会赏赐我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讲话的问题。我从小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很属灵的人，他们讲话真的不随便。
后来就是接触了很多初信的，人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不容易讲话，你要套他一句
话都不容易，这个人可能城府很深。我前两天还跟我女儿讲到这些事的时候，我说一个
敬畏神的人，一个虔诚的人他不敢多说话，不随便说话。她说:“他是不是要想很久，”
我说:“不是在想，而是在等，”一个不敢随便讲话的人不是说一直想想想，想我要讲什么
话才好？讲什么话人家才合听？我说不是在想而是在等，在等圣灵给什么话才讲。是不
敢讲，不是说不想讲，是说不敢讲，就是因为神就在这里。我要等候祂给了什么话我才
讲什么话，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这样讲。这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常常知道说神就在这里，我



就是活在他的面前，我不能随便做事，随便讲话。好，这方面我也先分享到这里。 
赖牧师分享：周牧谈到这些主的教导，都是在对付天然人，就是对付我们的肉体，

对付我们的老我，也都是在否认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也教我们，我们在
开始一个工程的时候要坐下来，计算一下成本，打一打天国的算盘。到底是得人的荣耀
的时候，就是得人的肯定称赞，这真的很满足我们的肉体，叫我们心里有一时的舒畅。
但是如果我们行在暗中，也常有一个内室，关上门，就是与神独处的祷告生活和等候生
活。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左手做的不叫右手不知道的行在暗处的行为出来。这样子没
有人知道，只有父神看见，我们的肉体没有被张扬，但我们的灵被张扬了。因为父在暗
中察看，就是神的同在加给我们。 
亲爱的弟兄、同学们，算一算算盘，你是得人的喜悦满足自己的肉体呢？或者是得

神的喜悦，父在暗中报答？祂把神的同在以及祂也在明处报答，把祂亲自那无价之宝的
祝福赏赐给你？哦，这个算盘呢，我想天平的两端比重差很大。 

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要会打天国的算盘。选择愿意我们的肉体我们的
己被否认，这样也就让我们发觉这些教导里面非常的宝贵，日日都是珠金，祂吸引我们
的心这样子去行，我在这样的里面会得到无穷的乐趣。你会看到祂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全能的神，祂在暗中报答，并且在我们的里面祂赐下神的同在，就是给我们一个像《彼
得前书》所讲的那温柔与安静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跟保罗说的：“你岂是得人的喜
悦呢？还是得神的喜悦呢？”哈利路亚！ 
愿今天晚上周牧师的这一堂信息，都让我们做一个更加聪明的童女，得神的喜悦，

就是神的同在，成为灯里随时有灯有油的聪明的童女。愿主这样祝福亲爱的同学做一个
最精明的基督徒。 

主啊，主愿你在静默中亲自赐下那内在的恩膏，来膏抹在每一个课室每一个同学的
身上，让我们领受这个内在的恩膏，以至于我们里面，主啊，更加的明白有父在暗中察
看，我们更加的知道拣选着神所喜悦的，而浙渐的懂得弃绝肉体，不张扬我们的肉体而
愿意我们的肉体被对付。谢谢主！特别求主耶稣你圣灵的膏油，也管治我们的话语，愿
你帮助我们污秽的话语一句都不出口，虚谎的话一句也不出口，使我们进入渐渐的进入
在我们口中查无谎言。主啊，那就是把我们磨成你所要的新妇的样式。谢谢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