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  

周日班 20181021 

00：00-00：10 

我们再一次在线上能够见面,我还是要说：我们开始的时候，要尽量的要和主

连上。我觉得我们要培养一个心态，那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不管它是上课、

退休会或是小组聚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要记得都是来到主面前，要培养这个

心态，甚至于你还没有来以前，你的心哪，已经在聚会中了。重要的是我们心的

预备，还有与主的关系、与主的连结完全在于心，在心里面，也就是我们常常说

的那个内在生活。 

我还是要有机会就要说一说什么是内在生活，你们这些上内在生活这个课程

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内在生活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操练这个，就

是相信这个真理，这个是圣经的真理，这个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但是强调这方

面真理，传讲的、强调的，而且操练的这样教会或者是基督徒实在是太少太少。

所以你们既然来上这个网校的课，这是一个基本上的、基本观念的一个转变，一

个调整，那就是你必须要与主连接，你信的耶稣必须是活在你里面的。不然的话，

你信的就是历史上的耶稣，也就是 2000 年前来到世界上的耶稣。好像跟你没什

么关系，其实今天的耶稣，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这个历史两三

千年前，那个是历史了，那个是祂的经过。耶稣的死只有三天，或者说不到三天，

因为《圣经》说：祂第三天就复活了，而且祂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按照《圣经》

的记载是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要不然的话，我们信了

耶稣，还是这个样子，还是不喜乐，还是不平安，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跟这个世



 

 

界上没有信耶稣的人好像没什么两样，也许还不如他们那样的快乐呢！有的人没

有信耶稣他还是很快乐，可是那个快乐是在外面的，是暂时的。那信耶稣的人他

的喜乐是在里面的，而且这个喜乐耶稣说“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为什么没有人能

够夺去呢？因为这个喜乐是在圣灵里的，而圣灵是在我们里面。你想谁能够夺去？

不是外面的环境所能够影响的。你看圣经里面这些使徒，像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

狱里面，可还是唱诗赞美神，好像他们跟在教会里聚会是一样的。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可是你要相信《圣经》所说的，你要认真地来相信，你不是信

一个宗教，你更不是信一个偶像。一般人呢，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中国人是拜偶

像的，是到庙里面烧香，或在家里放一个观音菩萨像。那个是木头、石头所做的，

最多不过是一个瓷器所做的，那个不是神。我们今天所信的神，祂是独一的真神，

除他以外没有神了。祂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是你和我被祂所造的，而是祂赐

生命给我们，赐气息给我们，是叫我们活着，而且祂还限定我们的年日。这些都

是《圣经》上说的真理，都很清楚。可是我怕我们都没有这样相信，没有这样相

信。越简单越好！ 

我现在就是信主信了差不多 70 年了，我就觉得好多事情《圣经》说的那么

清楚，也是那么简单。但是今天的人把这个宗教掺杂进来，把这个耶稣的死而复

活这件事庆好像搞的那么复杂，所以我就常常的跟弟兄姐妹说，我就说你越简单

越好，就是对《圣经》所说的话，你越简单越好。那个人堕落了以后才变得复杂，

你要知道。现在耶稣来，祂要我们简单，越简单越好。这个就是我信了几十年来

我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好像这是一条可以说最好的路，也是最简单的路，可以让

我们能够遇见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而且祂在我们的

里面。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都相信吗？你原谅我这样问，你都相信吗？你相信



 

 

现在主就在你的里面，祂就在你的跟前，而且祂正在向你说话，祂是透过人的话，

在人的声音的背后，祂是能够叫你听到祂的声音。 

我就是说：你要培养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在小组聚会也好，或者你到

教会去聚会，虽然那个教会可能还是一个传统的教会，还是照着他一定的仪式在

那里做，可是你不需要受那个约束，你可以自己这样操练，相信神就在你的里面。

你去到教会里，也许别人都是还是照着传统的方式在聚会、在敬拜，可是你因着

你相信耶稣就在你里面，你也被圣灵充满了，甚至于你在生活当中也经历了神又

真又活的，所以，你在那里，你聚会的时候，你就是与天连上，你就是与主连上，

那个复活的主就在你的里面。还有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内在生活，要记得完全是我

们个人，我们自己要操练、要相信，要操练，要活出来。没有人可以取代你，你

得着还有得不着，完全在乎你，你信的是不是很认真，你是不是相信《圣经》所

说的，不折不扣、简简单单的就这样相信，然后你就相信主就在你里面，你也听

了这个关于安静等候神的这个教导，你就去操练了，可是当你操练的时候的话，

圣灵就把你带进神的同在里头，祂就让你感觉到那个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

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甘甜，让你就觉得好像与主连结了，与主发生关系了。你

会觉得信主真好！这个安静等候神真是一条路，让我能够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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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有这样一个发现的时候，你就开始活在那个圣灵中的喜乐的里面，而且

这个喜乐会越来越多。我操练了五十几年关于这个安静等候神，我可以说真的是

无穷的喜乐。有一首诗歌说：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无穷喜乐的原因。我跟我

的师母最喜欢唱的就是这首诗歌，祂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缺乏之时衪预



 

 

备，无依之时祂扶持。祂是无穷喜乐的原因，所有美事祂最美，无论何时祂是信

实的，那个无穷喜乐的原因。明日展开祂不变，祂是一切最亲，也是我所一切最

爱。 

今天晚上，我们在美国是晚上，在亚洲可能是星期一的早上。你来上课的时

候，你是不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一个渴慕主的心，而且是一种带着期望，带着

期望能够再一次来与主相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没有你可以培养，你可以

培养。那就是我多年来我就是这样，我去到一个聚会当中，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就是相信耶稣说的，你们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即使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我

就与你们同在，我就相信耶稣在那里。你如果常常培养这个心态的话，我告诉你：

你慢慢的你就很自然的你就活在神的同在里头，那就是到了后来，你无论在哪里，

无论什么时候，甚至于你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你做家务的时

候，在厨房里面工作时候，你都觉得神与你同在。你看，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最快

乐的生活？这个就是天和地联合在一起。所以你，要操练！要相信！这个所谓的

操练，他不是在外面去做，最重要的是那个信心的操练。你就是一再的相信，一

再的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再的相信神就在我里面。因着你这样的相信，你就

很自然渐渐能够活在神的同在的里面。 

我们继续地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一周我们主要的讲是第六章的前

面两段。第一段的就是讲到施舍的问题，这里原来的意思就是做好事、救济穷人，

也就是说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二件事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关于祷告，我们怎

样地来祷告，我每一次读到这两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是好像觉得

耶稣就在旁边对我说话，祂是借着这两段的《圣经》祂就在教我，教我怎么样去

帮助人，做一些好事，或者有一点的摆上，不要做在人的跟前，要做在神的跟前。



 

 

那么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要在人面前好像要做一些假属灵的祷告，

很长的祷告就是给人看，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这些都是非常的宝贵。如果我们

要是活在那个恩膏的教训里面，所谓恩膏的教训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祂会

凡事上祂会教导我们。当圣灵教导我们的时候，要记得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祂自

己在教导我们。因为祂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祂教导我们的方式不是像人教导就是

在外面，衪在我们的里面，祂会给我们有感觉，衪会让我们感觉到不平安、不妥、

不对、做错了、说错了，或者说就是得罪神。有时候我们得罪了人，对人有对不

起的地方，圣灵都会提醒我们，因为祂在我们的里面。 

那今天耶稣来教导我们，就是在里面来教导我们，祂常常借着《圣经》，就

是祂以前所说过的话来，祂教导我们。还有，我们要记住耶稣所说的话，衪说：

“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意思说耶稣所讲的话是永远有效的，没有

时间的限制，祂的话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一样。虽然这些教导是祂两千年以前在山

上，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山上跟门徒们说的，但是如今当我们知道祂在圣灵里面，

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听到祂的声音，好像祂在我们的旁边在

教导我们一样。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你来上这个课就有意义了，充满了意义。

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在没有读这两段经文之前，我们大家把眼睛闭起来，先

有一点的祷告，回到里面，回到里面。 

主啊，谢谢祢！祢再一次的提醒我，祢就在我里面，祢离我不远。是的，主

啊，祢的话说的“祢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这个道就是那样活泼。我们

感谢赞美！主啊，祢吸引我们，我们的心就会更多的来亲近祢。求主带领我们进

入与祢那种亲密的关系，圣灵祢来教导，祢来带领。主啊，也帮助我们用信心来

操练，然后祢的灵就带我们进入那个实境，与祢同在的实境，与祢有亲密关系的



 

 

那个实境。我们何等的渴慕跟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啊，祢带领我

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当你听的时候用心来听，你就发现：哎呀，主真的跟你很近，祂真的是跟我

们很近。那我现在先来读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

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的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面和街

道上所行的，故意的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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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报答，必然的报答你。”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这是

主耶稣教导我们过内在生活。刚才我已经说过什么是内在生活呢？就是复活的主

活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或

者说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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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是在外面，乃是在里面，是一个心态的培养。我们一直就觉得我们是

在神的面前，凡是过内在生活的人，他都是注意他里面，就是那个恩膏的教训，

也就是圣灵的声音，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当你这样常常听到圣灵声音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你就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你也就是一个住在主里

面的人。如果你离开主很远的话，你当然听不到祂的声音，但是如果你常常听到

祂的声音，这就证明你是活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但是我再说，

这是个里面的问题。有时候，我看到基督徒就是注重外面，就是外面的活动很多，

但是里面的安静，还有里面活动，就是与主的相交太少，这个相对之下就太少。



 

 

我常常注意到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的话可以讲，但是跟主讲话的时

间不够多、很少，或者我这么说，一个喜欢与主交谈、活在主里面、常常与主相

交的人，他反而在外面那个活动和话语减少了，不会那么多了。因为主已经与他

同在到一个地步了，就是他被主所占有了，他不觉得空闲，他也不觉得孤单，因

为主一直在他的里面，有的时候他可以用心在与主相交，他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他同时心里面也与主谈话。 

我就想起台湾锡安堂的那个创办人，他们都叫她荣教士，她已经到主那里去

了。她就是这样！她有一次说，她说：“我这个人头脑很简单，我不可能同时去

想两件事情或者做两件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学会了，可以同时做的，做两样，

就是我一面跟人谈话，我一面跟是神讲话。”我们可以这样，你如果要是肯这样

去操练，我再说这个操练他不是一个外面，我们操练坐在那里安静就是操练，这

个操练乃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乃是一个内心的操练，也是一种信心的操练，就是

回到里面去才能够操练。 

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就是当你要做一件好事，那个天然的人，天

生就是这样，或者是属血气，他是属肉体的，就是他要是去帮助别人要做一件好

事，他就巴不得让人都知道。这里主耶稣说那个吹号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他巴不得让人都知道。那现在的世人，一般他做一件好事或者捐一点钱，他要把

他的名字要写出来，要挂在墙上，要挂在什么地方，刻在墙上，这个是一般世人

是这样。那主耶稣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因为你已经在

人面前已经是表现了，人都知道了。耶稣就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是

如果你做的事不要让人知道，你是为主做的，你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让主的爱

从你的身上这样能够彰显出来，所以你去做的时候，就是做在神的面前。当你这



 

 

样去做，主说“父祂就会报答你，祂就会祝福你，祂在暗中查看，在暗中报答。”

意思说没有人看到，虽然你没有让人知道，神看到。 

有的时候我们做坏事也是这样，你以为别人没有看到你就可以做，我告诉你：

神看到，神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祂还有记录，祂到了时候就有审判，或是今生的

审判，让人显露你在暗中所做的，让你遭遇到很大的打击或者失败，这也是今生

的审判。如果今生没有审判的话，到了永远，《圣经》说到那个末日的大审判。

《圣经》说：将来死人活人祂都要审判。那么你就说死人怎么审判呢？我告诉你：

在神没有死活的问题，在神没有黑暗或光明，祂是无所不在，因为一切都是祂所

创造的。还有《圣经》所说的，死人要受审判，那是因为人死了，人的灵魂没有

死，要受审判。那么还有《圣经》说到死人将来都要复活，不管什么样的人，神

都会要审判。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人。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要培养一种敬畏神的心。我自己就是这样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没一个人例外，

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时候，神就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所说的来审判、来报应，而且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是从祂的家里开始，也就是从祂自己的儿女当中

这样来开始。 

因此，我们要常常的要提醒，要小心，不要以为人看不见你就可以做了，可

以犯法了。神看得见！同样的，你所做的善事，帮助人，有爱心的行为，你所做

的你不愿意让人知道，但是神看见，祂知道，祂不但看见，而且祂要报答你，祂

要祝福你，祂要回报你所做的。如果是神要是来报答的话呢，我告诉你：这是数

不清楚的，祂报答我们不是你给人一块钱祂就给你一块钱。我告诉你：祂报答的

时候是数算不清的。 



 

 

我常常想到在台湾的这个王永庆，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企业就是台塑关系企

业，是各种样的。他们是从做树胶这样开始，后来神这样祝福他。我到台湾去，

因为我跟祂的家里面几个爱主的女儿，我跟她们有一点熟悉，我也去台湾也住过，

记念他所造的老人养生的地方叫做养生村。他在台湾对台湾的社会贡献很大，做

了很多的善事。我就想到《圣经》说“你借贷给穷人的，耶和华必要偿还”。耶和

华要来偿还。我就想到他的大女儿告诉我，王永庆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

他们是开米店。他每年过年过节，他都做了很多菜，就是邀请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所有穷人，平常没有什么吃好的，都请他们来，年节的时候，请他们好好的吃一

餐或者是几餐。另外一件事情，王永庆的父亲所做的，就是他常常看到街头的穷

人他就帮助他们，他说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叫花子有生疮，身上有生疮这样，他看

到就有怜悯的心，就把他接回去，接回去就给他洗那个伤口，换纱布, 

00：30-00：40 

然后给他吃,也给他喝。你看他这样做，他也没有这样叫很多人知道怎么样。

但是后来我就想到《圣经》说到“顾念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要赏还。”

我就想到当耶和华这样来祝福他的后代的时候，他们在台湾那个事业的发达，盖

的医院、大学，还有养老院，甚至于那个养生村，整个在那个山底下，那个公里、

桥梁都是他所造的，实在是可以说是造福人群。耶和华祝福他，他的后代、第二

代、第三代都在祝福他们。 

所以，当主说：“你们的父在暗中会查看，祂会报答你。”那个第四节的小字

里面也说“也会在明处报答”。祂有这两个意思：“在暗中所报答”祂会祝福我们，

也许特别在属灵的福气上祂大大的祝福我们；“明处的报答”我就是相信人所看的



 

 

见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行善要做在神面前，不要做在人面前。主耶稣特别提到

这些人他们故意，故意叫人看见。我们不仅是做好事，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在教

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要留心，不要把你的爱主、属灵好像做在人的

面前给人看。不要！尽量的隐藏起来。 

讲到这里就可以跟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暗中来祷告，这就又连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从第五节来读到第八节。因为那个祷告，也是一个很深、很广的属

灵的功课，是一个生命的功课，这个不是一个形式。我们来读就知道主耶稣祂教

导我们的这个内容。第五节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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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得我们无论是祷告，

或是读经，或是追求，就是说你在教会里头，无论你做什么，有的当然是无法避

免的，我就说有一些你可以不要让人看到的，不需要人来注意，你就不让人注意。

你要好像做一个隐藏在神里面的人。你知道真正的一个属灵人，乃是他是隐藏的，

他是隐藏在主里面的，很少表现在外面要给人看的。 

我们再读下去，祂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意

思就是说很明显他们要给人看，或者人都看见了，也许有的人就很称赞“你看他

们好敬畏神”。主耶稣说：“他是假冒为善。”还有这里我们要学习，我们敬虔属灵

要记得不要虚假、不要做作。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极其自然的，他不会做作的。

凡是你做作的，不管你祷告、读经，在教会里头是做什么，凡是你做作的，那都

是虚假的。那个不是自然的流露。属灵的生命那是很自然的流露。 

有一年我到芝加哥，《荣耀的光辉》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锡安城的信心

家庭。有一年我跟师母就去访问，那个时候当然罗炳森师母已经离开世界很多年



 

 

了，可是她遗留下来下一代的人都还在。那我去就是想去看看那个地方，还有她

的第二代的人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去了。去了我就住在罗炳森师母当时一个最亲

密的同工叫做翟夫人她的信心家庭，她所主持的信心家庭。因为罗炳森师母去世

以后，当时她们有大概四五家的人，也许五家人都把自己的房子就奉献出来，就

完全给主用，就是让罗炳森师母她来使用，在那里来聚会、训练人，她们就一起

来服事，这个叫做信心家庭，是四五个家所合起来的。后来她去世以后呢，你什

么这些家也就各自为政了，就分开了。所以我去访问的这个家是这个翟妇人的家，

当然那次给我的印象就说很多，我可以有很多分享的，不过我提一件事情，就是

跟我现在所讲的这个就是有关系的，就是说那个属灵不要做作，要真实。我住在

他们的楼下、地下室，他们楼上都是姐妹，地下室是一个弟兄住在那里，我也是

住地下室。大概就是这样，洗手间是在地下室，我们弟兄用就是用楼下的洗手间。

所以我去用那个的洗手间里头，我坐下来我就看到这个墙上贴满了座右铭，一句

一句的那些属灵的祷告、属灵的话语，其中有一个座右铭我看了以后，我就是再

也不会忘记，他是一个祷告，他这个祷告词就是很简单，很简单。三件事情，他

说：主啊，求你使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人，真正属灵的人。切乎实际，在每一件事

上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一句就是极其自然，因为属灵的人他不会装作的。那个

英文它是这么说的：Lord, made me intensely spiritual ，throughly practical, and 

perfectly natural。我自从那年去了，这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当然，也就是成为

我的帮助了，就是让我常常被提醒：要真正的属灵。这个 Intensely 一种内在的、

厉害的的属灵。Throughly practical就是彻头彻尾的，很彻底的、完全的，是一

个很实际的。Perfectly natural 极其自然。要记得这是我们每一个过内在生活的

人要学习的，要留心。他贴在那个墙上，人就不会忘记。你如果这样的把它真是



 

 

写出来，常常提醒就不会忘记。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他是从这样祷告的事情就是说到不

要做作，不要做一个假属灵。这个假冒为善就是假属灵，我们要做到一个很真实

很自然的人。不要以为你多聚会、你多读经，你就是属灵了。不一定，不一定这

样！也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面服事很多，做了很多，你就很属灵，不一定这样。

什么时候是你真正属灵的那个光景，就是你所有的那个光景是真是假呢？就是你

在家里，那是你真正属灵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人看到的时候，那就是你属灵的光

景。你是不是属灵？那就是你属灵的光景。而且《圣经》的教导，特别我们语言

上， 也是一个测验。 

00：40-00：50 

而且圣经的教导，特别我们在语言上也是一个测验。到底我们是不是敬虔？

属灵？在语言上也是一个测验。在《雅各书》第一章最后他就说，他说：“如果

人不能勒住他的舌头，他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他以为他是虔诚的、是属灵的。

他说“他是自己欺骗自己。”他说“这个虔诚是虚假的。”所以要知道很多为什么我

们圣经讲到这个舌头呢？因为耶稣说“我们心里面所有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往

往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情况、里面的

光景如何常常在我们的舌头上、言语上就表现出来。因此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

连我们说话都要小心。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们都会留心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那是更好的了，就是在你没有开口之前，

你就摸一摸里面，就是问一问里面应该怎么说。我常常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在听

电话的时候，尤其别人有时问我什么问题呀，我要回答。我常常在一面听的时候，



 

 

我一面就祷告，我说：“主啊，你教导我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回答？”圣经里面教

导我们对于回答别人的话就是要有智慧，而且我们言语好像是有盐调和的、用温

柔的话来回答别人。这个话语也说明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真实的光景。 

那这里我们可以注意的，我想有三点可以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刚才我

们大概是读了第五节下面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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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

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第八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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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经知道了。”这里主教导我，我只提三

点：第一点祂教导我们那个祷告要从里面出来。这里所说的进到内屋、把门关上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里面，我们要回到里面。那个最好的祷告就是倾心吐意的

祷告，也就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这个进内屋、关上门，这个是在里面是有这样

的意思。 

那另外当然就是你单独跟神在一起——就是与神独处，就是我们常常所强调

的安静等候神、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你跟神在一起。当你这样常常操练与神独处，

这个进入内屋就是安静下来，回到里面关上门，也可以说把你所有的杂念把它关

在外面。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想别的事，你单单想到你是跟神在一起，尤其是没

有别人，你跟神在一起。好像那个《旧约雅歌书》所说的“祂与我，我与祂，我

的良人，祂与我,我与祂。”当你与神独处的时候，一个人在一起安静祷告的时候

就是“祂与我，我与祂，”就是那个《雅歌书》里面那个经历。但是你必须要操练

信心，就是说当你跟神独处的时候，你必须要相信神在那。如果你信不来，你会

觉得无聊，你会觉得空空的，然后操练不久的话你就会放弃了，所以我说那个信

心的操练。第二个是属灵的操练。就是心灵里的操练——操练与神同在、与神独



 

 

处。操练相信神就在那里和你在一起，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第二个事情祂提的就是说“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作很长的祷告，”就是我们

的祷告，尤其我们各人在神面前，我们自己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不需要说很多，

因为神都知道。你在没有说以前你所想的祂都知道，你所需要的一切祂都知道。

而且主耶稣讲到第三点就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先神早已经就知道了，”所以最好的

祷告就是倾心吐意。你在神面前你带着那个你的需要、你很沉重的心情。那个真

正的那个祷告你要告诉神，要在神面前好像你要说出来，但是你又说不出来，那

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相信圣经所说的“圣灵就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

知道好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心，心里面所有的那个

负担、那个重担，你来到神面前圣灵会代替我们祷告，而且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

候祂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祷告的时候往往就是照着我们的需要。这里主耶稣说

“你所需用的，父神早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这样来祷告。 

那我们该怎么祷告呢？下面主耶稣祂就教训人，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主

祷文。我想这个因为内容很多，我就想就是留到下一周，也就是我们秋季班的网

校是最后的一周，我想在那个再比较多一点跟弟兄姐妹分享。是的，我们祷告要

简单，要知道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已经知道了，不需要重复。有时候我就感觉

到当我们这样祷告，好像把我们所需要的好多都这样告诉神，有时候我感觉到好

像我们觉得神什么都不知道，需要我们来告诉祂，可是祂什么都知道。但是你要

是在一个祷告聚会里，你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或者你要为人祷告的

时候，当然你必须要把你心中的感动、把你的负担祷告出来。 

还有我们千万不要借着祷告来定罪别人。因为我以前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甚至于还要咒诅别人，这个就是得罪神的祷告，神绝对不会垂听的。所以要知道

我们来祷告，我们基本上是跟神说话、不是跟人说话。所以即使你在聚会当中祷

告的时候，你都不要借着跟神说话来发表你对人的你要发表的话，更不能够这样

子定罪别人，那都是神所不喜悦的，祂绝对不会报答你。 

所以在祷告的事上我们有好多可以学习的，但是我这样说“这个《圣经》里

面所说的祷告，就是与神相交、就是跟神说话。”我们不要把祷告只是局限在好

像乞求——你要这个、要那个、我有这个需要、我有那个需要，我们就来祷告。

不！ 

00：50-01：00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可以赞美、可以把神的作为可以这样子因着祂所做

的来感谢、来赞美。当然也可以代求，为别人这样代祷。当然我们也可以为自己

祷告。对，主的那个祂的主祷文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为神的旨意祷告、怎么样为

自己祷告、怎么样为人际关系祷告、还有怎么样做属灵的祷告，这个在主祷文里

面教得很清楚。所以我就说祷告有很多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

会祷告了，不要！ 

一直到现在我常常还说：“主啊，你教导我，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最近我

们有负担的多一点为中国教会祷告。我们：“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为中国的

信徒弟兄姐妹祷告，怎么样为中国的家人来祷告。”这个不容易，是不是？但是

圣灵会教导我们。还有我们祷告的时候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要进入内屋，进到内屋

要关上门。第六节所说的那个也包含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要急促的开口，

进入内屋也可以说先回到里面，把心安静下来。把这个所谓的，关上门那个时候



 

 

我们很多的杂念、思想、好多事情都来了，这个时候你心安静下来，这些思想就

把它关在门外。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想别的，你只想到说“你是来到神面前，祂是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祂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祂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要带着这样一个信心，你来祷告那就很简单、很容易就跟主连上了，不需

要说很多的话。还有呢，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先来想好，你编好一些祷告词，

那个是你所想出来的，而不是圣灵感动。那怎么样呢？就是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

开口，我这样的学习就是我有感动，我第一句话我就这样开口，然后我一开口上

帝的话都来了。因为那个圣灵，圣灵带领的祷告就是这样。我们好像去年有讲过

《在圣灵里的祷告》、《如何跟随圣灵里的祷告》、《在圣灵里的读经》、还有

《在圣灵里的聚会》。我们好像去年的课有讲过，所以我想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网

校所讲的课，如果你再去听，你得着的就会更多。 

昨天我还接到一个姐妹，她在整理我们今年夏天在纽约营地的那个特会，她

也去参加了，她也做了笔记了，可是她再来听、再来看抄打出来的稿子，她觉得

好多东西呀！她记得还不够，就是这样。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个课听了一次就这

样算了，再回去，再回去听，有笔记呢再回去看笔记，这样你会得着更多。你多

看一次你就会多得着。我就想起主耶稣祂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祂有提到说，祂

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个意思是说他有了，他还要，还会加给他；或者是说

你已经有了，你已经听过，你再听神就会加给你。另外有一种人就是无心，他说

那个已经有的，就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被夺去。那就是说你已经得着了，

你没有好好的持守，也没有更多的来追求、来要，连你已经有的都要失去。这是

主耶稣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教训，为的是叫我们在灵性上，在属灵的生命上可以越

来越丰富。感谢主！神实在是爱我们。哈利路亚！ 



 

 

好，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你们可以有一点的安静，几位的牧者他们也

可以有一点回应。这样，赞美主，哈利路亚！我觉得你们如果有什么感动也可以

有一点祷告。尤其在讲完了以后能够多一点的祷告实在是很好，那就是对神的回

应。感谢主，下面的时间我就交给他们几位牧者。 

林凤莲牧师分享： 

我刚才听到牧师分享关于那个内里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祷告。我就想到我

自己的见证，因为神的话有说到“他是看我们内心的神，”然后大卫他有这样写到，

他说：“主啊，你所看重的是内里的诚实，”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种祷告，从我们

的心里面。那我记得祷告有时真的不需要怎么样好像很多很多的话语。 

我在 2011 年的时候经历了一场非常痛苦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从一个高峰，

就是从最拥有的时候到一无所有、跌到一无所有。我又受伤，那时候我心里非常

的痛苦。我其实每一天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每天其

实就是“主啊，你救我。主啊，你知道我的状况。主啊，你爱我。主啊，我不能

没有你。主啊，你是看到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常常就在这样叹气、哀声“主啊！

主啊！”根本没用什么话语来说、也没用什么词句，只是从内心里面这样的发出

来的呼喊、呼求“主啊”那种的叹息，原来这种就是当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的时候，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从我们的里面发出来。那个时候那个里面就是一直的

“主啊，你是我的主。主啊，你是我的神。”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这样的呼

求、这样的祷告，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好像我越来越得医治，我里面的力量就越

来越刚强起来，然后我就渐渐的起了。原来当我这样的呼求、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跟我的主连上了，其实就是跟我的耶稣连上了。我天天就跟他连上，



 

 

因为我一直就从内心里里面这样发出来的祷告。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什么叫

“不住的祷告，”其实就是从里面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看到什么，我心里感动

我就说什么。我这样其实就是一直的跟祂连上，也一直的住在祂的里面，也一直

的就好像不住的祷告。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清楚，我非常的感恩就是这样。这是我

的经历，其实这个经历就是很真实的，就让我更深的明白什么是叫作内里的诚实、

内里的祷告，牧师刚才有分享说“我们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 

01：00-01：10 

那我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完全的赤裸裸，就是完全的放下

自己，没有自己了。就是“主啊！”完全的敞开、完全的向主、完全的没有保留，

没有戴面具的。我们常常这样在主面前呢，我发觉到我们也开始在人的面前也变

成非常地真、非常地真实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从里面发出来的，我们不

再是在做一个面具、或者一个伪善。今天我在这里就是说我自己的经历。我听了，

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我真的希望我的分享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很多人说：

“哎哟，我不知道怎样祷告，我要讲什么？我要说什么？”其实只要说：“主啊！”

从里面发出来的主都听的，一个叹息、一个呼求、一个简单的话语，只要是从内

心里面真心的。 

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就以祷告来结束我的分享。我们也一起的，就从

内心里面说：“主啊，祢知道我的心！”大家一起地从内心发出来说：“主啊，祢是

知道我的！”好，就用我们心中的感动向主祷告。好不好？我们几分钟，然后我

就要结束了。 

林凤莲牧师祷告： 



 

 

主啊，谢谢祢！主啊，祢是听我们祷告的神！祢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我们什

么都不说，祢什么都知道！主啊，叫我们就像大卫这样：‘主啊，祢看重的是我们

内里的诚实。’主啊，我们谢谢祢！主，今天就透过祢的话语再次地提醒我们：祢

是这样恩待我们的神；祢是这样地看顾我们的神；祢是知道我们内心的神。 

主啊，我们来到祢的面前，就是那么赤裸裸的，我们没有保留的。因为我们

在祢面前，祢都知道一切。我舌头上的话祢没有一句不知道。我躺卧、我行走祢

都知道！主啊，祢恩待我们，叫我们继续地在祢的里面更深的连结，也更真的从

我们里面向祢发出那种的祷告、那种的呼求。主啊，我们谢谢祢！我们感谢祷告

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赖牧师分享： 

感谢主！我来回应凤莲牧师的分享。有时候我们心里非常伤痛，被压伤的时

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许趴下来就猛哭、狂哭、大哭，只有哭哭哭，只有不

停的流泪哭喊。哭泣也是一个祷告，泪水是很珍贵，神看为很珍贵的祷告的语言。

《诗篇》也说＂神把我们的泪珠藏在祂的皮袋里。＂流泪也是一个祷告的语言。

有时候你很大的伤痛、很大的哀伤，你也许趴在那里哭地稀里哗啦，一把眼泪一

把鼻涕的，这就是刚才凤莲牧师讲我们在神面前的诚实、赤露敞开。这样我们在

人面前也会是这样赤露敞开，不避讳谈自己的缺失跟短失，也很容易在人面前承

认自己的过失。就是渐渐地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很真实、很透明、很坦诚的人，那

我分享到这里。 

小静分享： 

我分享一下，我之前，我从前被教导说“你祷告就是你连自己都不能感动，



 

 

你怎么可以感动神呢？”这个在我心里存了很久，直到有一次，我那个时候可能

是就遇到一些状况，然后我其实我就是把心就是举向神。好像我也没什么祷告，

但是我就知道神会来帮助我。我就是有那么一个信心而已。大概一个月以后，后

来这件事情就完全解决了。然后我发现我居然对那个人的爱跟从前一样，就像没

有发生过事情一样。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然后我还回

想到说：“唉，我也没有怎么祷告啊，为什么？怎么神就做了呢？”所以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我就认识到原来祷告也是一种信心，（信心）也是一种祷告。当我们

相信神的时候，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那也是一种祷告，那个神就做了。感谢主！ 

郭牧师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就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

信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在听的，这个心神就看到了，祂就做了。有时候我们是开

口或开声或者没有开声，祂都知道，祂都听到，祂就会做。谢谢小静的见证。 

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每一次真的，牧师刚才一开始就说：“你们相不相信神

就在你里面？”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所以我每一次关门在房间里，我是喜欢跪

下来，我一跪下来我就说：“主啊，在这里，我祷告祢都在听，很感恩！”那我常

常就会（这样），大部分时候我会（这样）。不久前我儿子讲过一句话说：“妈，

你要很感恩！你真的，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好大！你能够被拣选，这就是神的恩典！”

我一想，真的是神的恩典，真的好大。所以有时候我一跪下来我就说：“我真的

不明白祢为什么会看上我，但是祢就喜欢拣选了我，我感谢祢！我赞美祢！”而

且不只是说拣选我们能信耶稣，因为我们能信耶稣很多时候就是神的恩典，很多

人就信不来，你说我们能信，这不是神很大的恩典？祂拣选我们要来服侍祂，无



 

 

论我们是带职、全职，反正祂喜欢我们服侍。另外还带领我们能够来过内在生活，

你说多少基督徒都不懂来过内在生活。现在我们还有这个网校教导我们怎么过内

在生活，教导我们怎么操练，还有我们还可以有小组一起来安静等候神，这是很

多很多基督徒还没有享受到的，这真的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就会求：“主啊，

祢既然带我到这个地步，就像我们网校常常讲的，祢就是要我们来像祢，就是要

我们有祢的品格，要把我们装扮成新妇来等候祢！”我向主求说：“主啊，祢所有

的我都要，凡是祢有的我都要！”我就想起主有什么：主有那么大的爱，祂有《马

太福音》第五、六、七章这里边所有的品格，祂都有；还有《加拉太书》五章二

十二、二十三节那里圣灵的果子，祂都有；还有《以赛亚书》十一章里边讲到，

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跟能力的灵、还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祂都有。我就说：

“主啊，这些我全都要！”我就会想说，主祂的智慧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多有智慧，

那些法利赛人要来试探祂，要来把祂驳倒，但是祂就是很安静的，一点也不慌乱，

一句一句地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何等地愚昧，然后就把祂的智慧（彰显出来）。

我就想：“主啊，我怎么才能够有这种智慧呢？反正我要、我要！”一样一样就想，

想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我就跟主耶稣说：“反正祢这些我都要！”有时候特别显出

自己缺乏智慧，我就说：“主啊，祢不是很有智慧？我真的是需要祢的智慧！”那

迫切的求，就发现说，呃，有时候处理起事情来真的超乎自己原来所能的或者所

想的，就会讲出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话；或者是有人提一些问题，无论是圣经的，

无论是什么的，有些我自己想都没想过的， 

01：10-01：20 

临时神的智慧就会出来。反正我就是常常跟主说“你有的，我都要。”常常想起主

耶稣是怎么的，那么我现在就没有这些向神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很多时候安静



 

 

在主面前，常常为自己求。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若是没有耶稣有的那些品格，

我怎么去服事别人呢？我自己都还没有，我又怎么去为别人代祷？”当然我们也

有代祷的时间，特别最近跟教会的几对夫妇约，我就跟他们说就是每天要有一点

的时间夫妇同心合一为夫妇、也为家人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也为教会我们

的小组这些弟兄姊妹祷告，因为最近觉得有几个家庭都遇到很需要代祷，跟他们

立约说一天有点的时间一对一对夫妇都为他们祷告。但是真的我个人，因为最近

没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就没有迫切要来求主来解决什么，反而是一方面感谢祂、

一方面跟他要东西，跟祂要祂品格、要祂所有的。 

好，我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有没有别人想分享？刚才小静就抢到时间非常好。

现在还有几分钟，假如有就赶快。 

凤莲牧师：“想分享的可以举手。” 郭牧师分享： 

    假如没有我们现在还是来祷告。刚才我们已经听了牧师的教导、还有几位老

师的分享，我们祷告就是要这么真实，你在担子很重的时候，我相信今天在这个

课室里面可能有人是担子很重的，那我们就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叹息

呼喊。假如我们真的是有什么需要神帮助我们解决的，很自然、很真实来求告祂；

或者你现在圣灵给你有负担真的是要为哪一个人或者哪一家代求的，我们现在也

可以用这个时间，还有几分钟，我们就一起同心合一在神面前来做一个非常真实

的祷告。 

郭牧师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学了就明白一个、学会一个。就是来到你面前，

首先我们要确实的相信主就在这里，祂在听我们，我不是对着空气打拳，我不是



 

 

自己在自说自话，对着一个满有能力又满有恩典、无处不是、祂现在就在。 

主耶稣，不管我是在房间里或者是跟人一起祷告，但我这个时候单单对着你，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就是对这一个听祷告的神在讲！ 

主啊，让我们把我们真是的情况，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饥渴就告诉你。 

主啊，这个时候无论在我们课室当中有人有什么需要、有人在叹息、有人在

哭泣、有人在对你呼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