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第八堂  

周日班 20181028 

我们在线上能够跟北美的，主要是北美的弟兄姐妹见面。你们这个主日的下

午，在美国和亚洲是星期一早晨。主要是为北美、加拿大、美国这个西部的弟兄

姐妹，但是也欢迎其它地方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今天是我们网校秋季班可

以说最后一次了，也是你们主日班的最后一次，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也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线上，能够学习，能够与主连结，然后就彼此连结，

这是基督身体应该有的一种情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个身体首先就是头，基

督是我们的头。身子跟头绝对不能分开，正如教会、人、耶稣绝对不能分开。当

然圣经所说的教会乃是一个无形的，而且是超越时空文化的，是一个宇宙性的教

会。那你我就是这么一个伟大奥秘的教会里面的一部分。感谢主！然后我们就彼

此连结，我们在线上的连结，我相信是主亲自把我们连在一起。因为有好多直到

今天我们还不认识，报名的网校弟兄姐妹有好多，可是我们都不认识好多。只是

一部分，只是常有接触的或者来过美国的，也参加过我们在亚洲的特会的，但是

那个不重要，重要的乃是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连结——主里面的合一。主啊，我

们为此要感谢、要赞美。我相信主会在祂所定的时间里头我们会见面的，如果还

没有见过面，已经见过面的也许还会再见面。 

我在周五周六班已经报告过了，就是我们结束以后，秋季班结束以后你就可

以写一个心得报告。也许很简单，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两个月里面，或者你

今年上半年也上了网校的课，那就是在今年网校，神藉着网校在你的生命中做了

一些什么？你跟我们分享，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让我们知道神确实在各地弟兄



 

 

姐妹身上做工。第二，有的人希望有一个证书、一个证明，上完了我们这个课，

也可以。你也可以告诉我们，透过你们的辅导、还有小组的带领人可以告诉我们。

那么再就是，虽然网校结束了，今年的网校是结束了。我们已经开始了为明年网

校是不是还要继续？应该接下去？应该选择哪一些个课程是弟兄姐妹所需要的？

我们已经开始祷告了。我们也开始为明年的服事，主要不要我们继续？还是在各

地有特会？或者是其它的一些服事？我们也在祷告，在仰望主。 

那另外一件我也报告，就是我们网校课程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恢复那个星期

六的生命交流会。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在网校没有上课的时候，我们星期六总是

有这么一个聚会，而且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很多。时间呢，那我们美国的这个时间

是我们德州中部时间，如果说是亚洲时间那就是我们星期六的早上，也就是你们

星期六的晚上。比如我们时间，这个夏令时间结束以后，就要恢复原来的时间，

就是我们早上应该是清晨 6 点钟，你们亚洲应该还是晚上 8 点钟。这个时间大概

我相信不会错。我们恢复交流会的通知我们会发出来，请弟兄姐妹能够注意，也

就是我们保持一个联系，同时也是帮助我们彼此能够保持与主的联系。 

这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祂说祂用那个葡萄树跟枝

子的比喻，特别的说到我们要住在祂里面，哪祂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多

结果子。这个住在主里面、多结果子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这是神自己做的。但

是如果我们没有与主联结，就是主所说的“没有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就像这个枝

子、这个树上的枝子，就丢在地上枯干了，人把它拾起来就丢在火里烧掉了。那

就是我们的灵性就不知不觉的死亡了，灵性枯干而死亡了。那就是表面上可能还

是基督徒，还是聚会，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脱节了，而我们跟主的关系脱节就是

跟生命的源头脱节。那《圣经》里面就是如果没有跟生命源头连结，那就是死的



 

 

光景。所以保持与主的连结，这也是我们人生快乐、得胜的一个秘诀。 

那我们今天最后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因为五、六、七这个三章的

内容很多，我们也觉得就是这样很自然的速度，因为我们听得太多未必都记得，

未必对我们有益处。乃是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活出来，因为主讲的这些不是一个道

理，也不是给我们有一些规条来去遵守，实在是生命之道，是主讲得这些都是祂

的内容，都是祂的生命。而祂所以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是需要领受圣灵。圣

灵就是生命的灵，生命之灵就是主的生命。有的人讲生命却离了圣灵，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因为圣灵就是神的圣灵。神怎么把生命赐给我们呢？乃是把祂的圣灵

赐给我们。圣灵当然也是神的能力、智慧，也就是基督的灵。而我们要能够活出

主耶稣的这个登山宝训，那就是祂的内容，祂的性情。 

00：10- 00：20 

我们如果要活出来，我们就必须与祂连结，必须要被祂的灵就是生命之灵所

充满，也是衪的能力之灵，我们才能够越过我们人的软弱、天然的软弱，然后才

能够活出来，让祂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活出来。这个就是说到我们被圣灵充满、受

圣灵与火的洗的那个重要。去年我们在纽约的营地的特会就是讲到圣灵与火的洗。 

那么目前我就是尽量抽空在整理这本书，要把这个在营地讲的内容要把它编

成一本书，目前我正在做这个工作。当我来编来写的时候，我自己反而觉得“哇，

那么重要”，而且这个圣灵的洗是具有那个关键性，就是我们到底跟主的关系，

与主的连接，住在主里面，能够结果子更多，这都是跟圣灵与火的洗是有关系。

我需要大家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在网校里头恐怕还没有讲过这个主题。我们应该

祷告看看，因为虽然去年在营地的特会讲了，但是来参加营地的弟兄姐妹也不过



 

 

就一百多位，一百多一点。因为营地的吃住有限，所以还有好多弟兄姊妹可能还

没有听到关于圣灵与火的洗，也很少有人讲这个题目。所以我们看神怎么带领我

们，也请大家都为我们来祷告。那我们现在先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就来看马太

六章。 

哈利路亚！主啊，谢谢祢再一次的招聚我们一同聚集在祢的面前，如同马利

亚选择了这上好的福分，坐在祢的脚前来听祢的生命之道。主啊，愿祢按马利亚

的那个心智、她那个渴慕，而对生命之道的那个领会，主啊，祢都要赐给我们。

主耶稣加深我们对祢的渴慕，也对祢的生命之道的渴慕，帮助我们更深的爱祢，

也爱祢的道，也渴慕更多被祢的灵来充满。主啊，谢谢祢，祢就是这样恩待我们。

主啊，祝福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祢自己真是向他们说话，向他们显

现。主啊，再一次的来加添力量给他们，使他们重新得力。主啊，让他们真是这

个新的一周的开始，就是靠着主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比世界更大的，能够一周

比一周能够过得更好，更加的喜乐，更有能力。主啊，更多的得胜。主啊，下面

的时间我们全部都交给祢，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第六章，还是接着来看主耶稣祂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祷告，第六章最主要的就

是一般所知道、所熟悉的主祷文，就是因为我们都熟悉了，有的人都能够背，可

是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来看它的内容。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些《圣经》，

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都很熟了，都能够背。我常常提醒就是你越熟悉的《圣经》，

你越要留心祂其中的精意。因为我们太熟了，所以就很容易的就这样过去了，以

为我们都知道了，那不一定！太熟了，如果没有进入那个圣灵的那个精意的话，

你再熟都对你没有益处。那都是在头脑里面，而不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知道

主的话、主的教训，或者说神的话，全部的《圣经》，都是生命，都是灵，那个



 

 

在灵里面都是活的，都是满有亮光。能够叫我们活，叫我们得智慧，叫我们得能

力，能够让我们的灵苏醒，让我们如何的做人做得更智慧，这些都在神的话里面。 

这个主祷文我们都很熟悉，可是我们还是再来读，读一遍。首先从这个第 9

节到 15 节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圣经》你慢慢的读，你多读一次就多明白一

点，那个亮光就会增加一点。那个《圣经》的启示，《圣经》的亮光祂是无限的。

我有的经文我读了几十年，可是再来读还是有新的得着，还是有新的看见，这就

是《圣经》的祂的价值、祂的奥秘就在这里。我们来把祂读一遍 9 节到 15节，

这是主耶稣所说的，接着上面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说的。上面教导的简单说来就

是我们祷告不要做给人看，不要让人看见，也不要做很长的祷告，意思说我们也

不要好像表示我们很属灵，给人看到。这些就得不到主的赏赐。那个主耶稣说：

“你要是在神面前，祷告是在神面前”。给神看，不是给人看，给神听，不是给人

听这样。你如果是这样一个心态，主耶稣就应许我们说：“父在暗中察看，父在

暗中垂听。父也在暗中和明处祂来报答，祂来祝福”，意思说：祂答应我们的祷

告，而且祂所答应的、所做的往往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都包含在父报答

我们这句话里面。 

真的我们要学习经常祷告的时候，尤其我们单独跟神在一起祷告，最重要的

乃是那个心。你的心向主有声无声的倾心吐意。其实，叹息的话都是很深的祷告，

很好的祷告。因为神祂不像人，你不说出来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说什么。神都

知道，说出来说不出来祂都知道。那我们在人面前的祷告，也学习不要太长，除

非圣灵特别的感动，那当然你就要顺从，否则的话就不要弄很长的祷告，一些话

语越简单越好。我也顺便的提一下，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聚会中，无论小组聚

会中，教会的人多的聚会，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也是要简单、简短。过去我真是看



 

 

到有的弟兄姐妹不需要说那么多，而且在那个聚会当中，大家的时间都非常的宝

贵。越简单越好，把要点说出来。这个说话也是一个艺术，求神教导我们，给我

们有那个智慧，在人面前，还有在神面前。 

00：20- 00：30 

第 9 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归

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

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祢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

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

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主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祷

告，怎么忽然又讲到饶恕人呢？岂不知这个饶恕人和不饶恕人是跟我们的祷告是

否蒙神垂听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如果人得罪了我们或者是亏欠我们，我们不

肯饶恕，那主耶稣就说：“我们的天父祂就必不饶恕；我们如果饶恕人，当然天

父也饶恕”。天父饶恕了我们的话，祂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需要被神

饶恕的地方远超过我们要要饶恕人的地方。 

要知道，所以主提到祷告的时候，要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我们必须要饶

恕那些得罪我们、冒犯我们的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的心多么的刚硬，我们

的心多么的狭窄、缺乏，何等的缺乏那个怜悯的心，就是耶稣的那个怜悯的心肠、

爱人的心、饶恕人的心！主耶稣祂这样说，祂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可是祂

来了，祂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跟祂连接，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祂是怎样的一位

主，祂就是爱，祂就是怜恤，祂就是饶恕人，祂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祂这样连



 

 

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饶恕了，我们能够饶恕人。这也是他教导我们跟人的

关系。这个第五章里头主耶稣已经讲到那个爱仇敌，那也是讲到那个人际关系。

那这里这个“饶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影响的。那个《圣经》的教导所说：我

们要尽量地与众人和睦，有任何的嫌隙的话要彼此的饶恕。这个饶恕人不是很容

易的一件事，只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做到。 

周五班有一个姐妹，我昨天才看到转来的她这么一个微信。她就听了我讲的

这个饶恕人以后，她也知道那是周五班最后的一堂聚会嘛，然后她坐车回家的时

候在路上，她就一路上就想到这个问题，甚至于她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也建

议就是你有什么人哪，你还没有饶恕的，把他的名字就写下来。所以这位姐妹回

到家头，她真的就把这个名字就写下来。她说：“用一张白纸，结果那张纸都写

满了名字，写满了她不能饶恕的名字”。她写了以后，她说：“好！明天星期六不

用上班，我就好好的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饶恕，她也饶恕别人。”我看

了这个短短的见证，我就觉得好宝贵，或者主的恩、主的大恩临到了这个姐妹。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周日班周一班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或姐妹。我告诉你：这

是我们灵里的一个很大的转机，这是一个很大的得胜。这意味着主耶稣在你的身

上得胜，而撒旦牠那种不饶人的、那种总伤害杀害人的那个恶者牠失败了，所以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是在天国里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好像我先提一

点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主祷文祂的内容。 

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线上如果还有的弟兄姐

妹，还有什么人他不能够饶恕的。主啊，求祢真是加添恩典，加添力量！主啊，

祢那个无穷的爱，主啊，那个测不透的大爱，这个时候浇灌在他的里面，主啊，

让他能够靠着祢，在祢的爱的里面，能够愿意去饶恕他还不能饶恕的人。但愿主，



 

 

今天也是有这样弟兄姐妹乃是他们得胜的一天，乃是他们的灵命转机的一天。主，

我们为这样兄弟姐妹来祷告，把他们交托在祢的手中，相信主耶稣祢必帮助他们，

正如你帮助周五班的这位的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所有的

祷告都能蒙主祢的垂听，谢谢祢，奉主的名，阿们！ 

主耶稣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会祷告了。

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我

们在祷告事上，还是要学习，像主所说的“要这样来祷告”。那么当然主在这里已

经说出来了，祂的祷告词我们都明白了。那时候我们曾经在去年的网校里面讲到，

如何地跟随圣灵来祷告，在圣灵中来祷告，那就是照着里面的感动。所以在祷告

的时候，尤其在祷告的聚会当中，或者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急促，很快就发言。

《传道书》第五章也教导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急于发言，如同这个愚

昧人献祭”。就是来了先安静下来，先回到里面，然后看看有什么感动，或者你

心里面对神有什么发表。最好的祷告不是说，而是心里面那个流露，就是刚才我

所说的那个倾心吐意。所以要这样祷告，意思说我们还要学习。 

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祷告的神祂是我们

的阿爸父，我们是神祂籍着祂的道、祂的灵而生的。我们是祂的儿女，我们跟祂

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儿女跟父、跟父亲

的这个心态。当然儿女跟父亲要求什么，父亲总是答应的，是吧？只要是对他好，

父亲总是答应。一提到“父”就知道祂是爱我们的父，祂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所

以我们不是对空打气，我们每一次祷告乃是对在天上的神，而这位在天的神又是

我们的阿爸，又跟我们如此的亲密。在《诗篇》里面有好多地方提到“神哪，垂

听我们的祷告”，有的地方祂说“祂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你每次祷告的时候，你要



 

 

想到“神在听，他不但听，祂是侧耳听”，好像把耳朵这样送到你跟前来听你在说

什么。当然祂不是听你外面的声音， 

00：30- 00：40 

祂乃是听你心里面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祷告的时候不是对空说话，

当然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乃是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神，祂也是我们的父，我们跟

祂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 

    我在周五、周六班都有讲过，这个主祷文不是叫我们来念一念或者来背一背，

或者有的聚会当中结束时候大家一起来用主祷文这样来祷一祷。不是仅仅为着这

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活出来。比如：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信仰，

我们跟神就是有这么一个亲密关系，祂是我们的阿爸父。因为祂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就再也不可以有那种孤儿的心态，好像有的基督徒直到现在连他的身份他还

不清楚，他的 identity都还不清楚。有时候我觉得好奇怪，我说你的 identity起

码你是个基督徒，再就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再也

不应该有那个孤儿的那个心态。而且主耶稣讲到保惠师要来，祂离开世界然后保

惠师要来，意思说：祂在圣灵里面还要再来。祂说：“我不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来，我活你们也要活。”祂意思说：“我复活了。我要照顾你们。我要在你们

的里面、从你们的里面要活出来。”祂说得那么清楚，我们不再是孤儿了，我们

乃是神的儿女。我们乃是大君王的儿女!赞美主！ 

    然后“愿人都尊祢的名为圣”，那这个首先要知道：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我

们无论做什么，要相信，要让人能够尊主的名为圣。这个意思说：“哦，你看这

个信耶稣的真的是不一样，哎呀，这些信耶稣的人真好”。你看！马上那个耶稣

的名字就被人尊为圣了。我们首先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没有



 

 

这样跟随圣灵、依靠圣灵我们就会任凭自己，体贴肉体的话，那么我们会叫主的

名受羞辱。所以有的基督徒不知不觉的犯罪，那叫主的名受羞辱。还有弟兄姐妹

的不和睦，在教会里面嫉妒纷争，那个不是叫主的名为圣，那是叫主的名被人轻

看。那这些都跟我们的生活、为人、人与人的相处、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

职场上的生活都有关系。如果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没有靠着主活出祂所要我们活

出来的，人家很容易就说：“你看这个基督徒，她还是基督徒呢！那些没有信耶

稣的那比基督徒还好。”你看这主的名，怎么被人尊为圣呢？这都是跟我们的生

活有关。 

    然后就说：“祢的国降临。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跟神的

旨意是连在一起的，神的国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祂来做王，祂来做主掌权。如果祂

要来做主、做王，我们凡事都照着祂的意思，那么祂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在天上的话，那些天使天军神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没有不顺服，没

有这样。那个背叛的撒旦已经从天上坠落了，牠已经在天上没有地位，牠只是在

空中了。按着《圣经》说法，我们虽然活在地上，我们确是能够把天上的王带下

来。所谓“带下来”就是让祂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管理我们、来改正我们。当我

们错误了祂就来改正，我们要是得罪神、亏欠神，祂也会责备我们。这个圣灵保

惠师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耶稣特别讲到说：“祂来了，在我们的里面会教

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一来祂在各个

方面就会教导我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甚至于祂就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

已经受了审判”，那就是说圣灵来了，我们让神来作主作王，那个撒旦就没有地

位，牠已经被审了、定罪了，只是还没有执行。那如果我们让主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做主、做王，那神的国就是祂掌权，神的国就是圣灵掌权的地



 

 

方。神的国当然也是代表神所有的丰富。美国或者中国一提到这就是世界上最富

有的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经济大国，很富裕了，不再是贫困落后的国家了。提

到“国”就是跟主权，还有国土的丰富有关系。神的国也是这样，但是祂是属灵的

国，是属灵的丰富是永远的。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这也包括我们追求神的国

和祂的义在里面，追求神的富有。 

    在第六章后面主就讲到说：“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些你们

所需用的，你们的父都知道。”在前面祂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叫我们不要做很

长的祷告也是这么说的。祂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在没有你们祈求之

先就早已经知道了。”父早知道我们的需要！父早知道你和我的需要！无论是现

在或者是未来，祂都知道，祂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祂爱我们！当我们想到

祂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这是神的话的教导。 

    我常常想到我的孩子们，我们有七个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我们很

少看到他们忧虑说：“要吃什么？明天吃什么？要穿什么？”很少！就是那么很天

真，有时候他们当然想吃一些东西，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会去买，可是他们从来没

有忧虑说明天吃什么穿什么，都是爸爸妈妈在给他们来安排，尤其是妈妈。主这

样的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父”，你祷告的时候要记得是求在天上的父。所

以祂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这

是后面 33节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33、34节那里所讲的。可是我们要求的主要

我们追求的乃是祂的国、祂的义、祂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神的旨意都是美意，神的旨意都是为着我们好，神对我

们所有的心意都是爱、都是好，如同父母对儿女一样。所以主耶稣讲到我们向神

求圣灵、被圣灵充满，祂不是这么说吗？  



 

 

00：40- 00：50 

祂说：“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把更好

的？”有一个福音书《路加》说：“岂不把圣灵赐给那求他的人吗？”我们真的可以

试一试的来。 

“主啊！愿你的灵充满我”我是很多时候在安静的时候，我就举起双手。“主，

充满我！膏抹我！我需要祢更多的恩膏！”你知道吗？圣灵的恩膏就是我们所需

要的一切，是智慧、能力、口才。你所需要的医治，有医治的恩膏、有讲道的恩

膏，有智慧的恩膏，都在恩膏的里面，不是说有不同，都在一位圣灵里面。保罗

说“我们虽然人多，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

体。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

为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饮于一位圣灵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位圣灵的里面得

能力、得智慧、得饱足、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那么这些跟神的国、神的旨意

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当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掌权、能够

做主。 

为什么我们去年要讲在聚会中要跟随圣灵，在读经的时候要跟随圣灵，在祷

告的时候要跟随圣灵？如果我们凡事跟随圣灵的话，那我们就活在神的国里面了。

不但在神的国降临了，乃是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因着我们的生活，因着我们

的顺服，因着我们在凡事上跟随圣灵，神的国就这样降下来。我刚刚说神的国是

看不见的。主耶稣也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对那些法利赛人就说：“神的国来

的时候人看不见的，人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不！祂说就在你们心里，神就

在我们心里。神的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神的国就临到，



 

 

我们如果让圣灵掌权，神的国就临到，神的主权就临到。那个“国”我很喜欢这个

中文简体，记到“国”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大的框框里面一个小王字，对不对？我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主在哪里坐王，神的国就在那。你看他那个大框

框就是祂做王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我们的家里面，或者在

我们的聚会中，祂如果能够做主做王，那个国就在那里，神的国就在那里。这是

我们的生活，这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那么神的旨意是跟神的国连在一起。 

所以主教导我们，在我们所祈求祷告的里面，就是要把神的国、神的名、神

的国、神的旨意要放在第一位。意思是说在我们的祈求祷告当中，所有的这个聚

会当中，我们要把神的国先祷告出来，而且要为我们自己好让神的名因着我们而

被人尊为圣，好让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因着我们的顺服，让圣灵掌权，让主在我们

身上作主作王，因着我们，神的国带到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现在就想到主耶稣祂一个人，不需要很多的人，主耶稣祂一个人，祂那样

的顺服，那样的降卑，祂来到地上。从降生在马槽里头一直到祂要被钉十字架，

祂都是遵行父神的旨意。祂只有一个心意、心态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祢的。

祂说“不要照我的意思”意思说祂有祂的意思，但是祂不照祂自己的意思，乃是照

着父神的意思。你看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恩典来遵行祂的旨意，来照着祂的意思。 

我们多么需要圣灵与火的洗，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更多的被圣灵的火也是能

力，得着祂的能力，而且更多被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制作、塑造，就是那个烧掉

那一些属肉体、属天然、属血气的东西，而把神的那个圣洁就是祂的火，《圣经》

也说到神是烈火，那是指着祂的圣洁来说，祂的圣火在我们的里面一直烧一直烧。

施洗约翰他说到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时候，他没有说完，他下面就



 

 

接着说，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 11 节 12节。11 节他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

施洗，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祂提鞋也不配，他来了，要

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12节他就说：“祂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祂的场，把麦

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要烧掉。”那个麦子当然是属于主的，主的生命、

主的性情、主的荣美，就是生命的主也可以说，那个要祂保留在仓里的都祂他里

面。那些糠皮都是指着属人、属肉体、属血气的、那些败坏的，所以他说要用不

灭的火来烧灭。为什么他说不灭的火呢？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祂一直地都

在做，一直！祂这火是不灭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这个，除去肉体、拆毁、破

碎，就是做那个十字架的工作，那是不停的，那就是不灭的火的意思。直等到有

多少就烧多少，因为所能够存留的就是金银宝石，那个草木禾秸通通要烧掉。这

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如果没有圣灵与火的洗，我们也不可能活出这个主

祷文的内容，这是主耶稣祂在地上祂所活出来的。祂来了，祂也要我们让祂在我

们的里面能够这样活出来。 

那么这是主祷文一共提到七件事情，这是前面的三件事，那后面这四件事情

都是跟我们有关系。比如：第四件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今日赐给我们。这

是我们生活的需求，但是主已经说了，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都知道，

不要忧虑，你要先注重神的国和祂的义这样。第五件就是我们的人的，就是免我

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这个债不是金钱的债、债务。这是广泛的说就是

我们对人的亏欠，我们亏欠人的，有得罪人的，有委屈的，有伤害人的。这里是

说到“主，赦免我”。有时候我们亏欠神，也亏欠人。主啊，免我们的债，不要记

念我们的罪恶，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里就是主耶稣祂告诉我们有一个先决

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赦免别人、饶恕别人。 



 

 

00：50- 01：00 

    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然后神才会免我们的债。我们如果赦免别人对我们的亏

欠，神才会赦免我们对他、还有对人的亏欠，这也是我在人际关系当中所要的。

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对不对？我们家庭、个人的需要。免人的

债，在人际关系处中，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即是非基督徒都

知道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主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那就是要肯吃亏。

主教导我们都是一些得胜的秘诀，如果人家要求你走一里路，你要陪她/他走二里

路，如果人家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转过来让人家打，意思是说不要怕吃亏。有时候

我们好像吃一点小亏，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的赏赐那是更大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

因为不肯吃亏，就跟人过不去，就是很小的一件事，不要因为一点点的事情，我

们说是芝麻大的事情，就都弄得很不愉快，不值得。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

靠着祂，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与众人和睦。但是保罗的教导说：

“我们尽量与众人和睦，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愿意跟人道歉，我们愿意跟人和睦，

人还是不饶恕，那是别人的事情，交给主，主会来处理。很多时候当我们吃亏、

我们认错的时候，对方也就变了，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神会做。神要做的事，

我们要对，首先我们要对，然后祂才会恩待我们。 

    然后第六节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哦，这个是第七

节，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祷告，这也是跟我们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世界上你看

是个淫乱的世界、是一个豪华的世界、是一个金钱主义的一个世界，所以好多的

引诱、好多的试探，我们何等需要主祂来保守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只有

祂才能够保守，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谁能救我们脱离恶者的诡计、恶者的圈套，

所有的引诱都是从魔鬼来的。试探、引诱，圣经上说撒旦来都是试探人，引诱人



 

 

的，都是从恶者来的。我们靠谁呢？主啊，保守我们，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

我们脱离凶恶。你看当我们这样祷告就是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

你说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不是可以都叫人尊主的名为

圣的基督徒。神也供应我们，我们个人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也会

处理的很好。这样你看这就是把耶稣基督活出来，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

个内在生活。这个主题是说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你看我们还没有时间去看第七

章，第五章一开始讲到那个心态、里面的光景。 

    所谓的八福是八种蒙福的光景，都是内在的、里面的、不是外在的，然后说

到我们是盐是光，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和祂的性情。祂就是光，就是活出耶稣基

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好行为。然后讲到这个律法的问题，主

说祂的一点一画，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或者说律法达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耶稣在基

督的里面。然后就讲到爱仇敌的问题、男女的关系，这些都是从里面开始，不是

从外面来开始。那个起誓也是这样，不可以起誓，爱仇敌，都是里面的问题。耶

稣讲都是那个内在，那个施舍，你做了好事帮助别人，要做在暗中，也是内在生

活。祷告不要在人面前给人看，不要在人面前这个表现你的属灵，如果你在人面

前要表现你的属灵，应该说就是你的灵命还不够成熟。一个灵命幼稚的人，喜欢

显出他自己来、表现他自己，并且得到人的称赞。主耶稣说的比较重一点的就是

假冒伪善，我是从这个生命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圣灵不够成熟。一个圣灵成熟的

人就很自然，有一些你不需要让人知道的事情，那个表现明明是自己。这个老我、

这个肉体就出来，所以要往深处去，主的话都是把我们往里面带、往深处带。接

着那个饶恕的问题，讲到禁食的问题，我只能够很简单的稍微讲一点。感谢主，

现在在我们网校里面的有好几个线上的祷告，而且是晨祷，并且每天早上的晨祷，



 

 

也有的是禁食的祷告。我很感谢主，这些是圣灵自己所做的，因为太需要了。这

个禁食祷告在灵界里头这是一件大事，在灵界里头这是一件大事。这个是对付仇

敌可以说是一个最厉害的武器，那么对付肉体也是一个有效的武器。当我们禁食

祷告时候，我告诉你魔鬼就吓逃跑了。那个属灵的争战它是必要败退，这是必然

的。而我们的肉体，当我们有禁食祷告的时候，那个肉体、情欲的那个需求就减

少了。要吃什么、喜欢什么就减少了，甚至性的要求几乎没有了。而且保罗讲到

那个夫妻不能分房，只有一个情况可以，那就是为了要禁食祷告，祂说你们可以，

我许可你们，但是夫妻不要轻易的分房，这样给魔鬼留地步。那个禁食祷告在灵

界我只能说是一件大事情。保罗所说的“我们争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

大有能力的。”我相信尤其是在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禁食

祷告要记得有两种：一种是神不悦纳的，那就是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光景、

我们的生活不讨神的喜悦。 

01：00- 01：10 

    譬如假冒为善。一面是假冒为善，前面主耶稣都教导过了，你要在人面前要

表现自己；你的禁食这里也说了，主耶稣说：“你故意叫人知道你禁食，弄得你

是很难看。”这一种的禁食祷告要知道，神不垂听。还有你生活在罪恶，也许有

的地方你应该悔改的、认罪，你没有，然后你来禁食祷告；比如神要你处理跟人

的关系，某某关系，你没有处理好，你来禁食祷告，神也不垂听。这是前面主耶

稣不是讲到那个爱仇敌吗？如果有弟兄跟你有这个仇恨、有怨恨，你必须要先跟

他和解，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若想起来，你先去和解，然后你再来献祭，

就是你再来侍奉神、再来祷告，所以这里的这种的禁食（神会听）。另外一种当

然就是你真的心里很沉重，你是一个敬畏主，你是一个真的是为神的国，为神的



 

 

教会有负担，或者为神的儿女，为了爱他们，或什么你认为很大的一件事，这件

事必须要用禁食祷告来为他祷告，你有这个感动，你这样的祷告，你这样的禁食，

当然神就悦纳，而且神会在暗中，祂会报答你。 

    那么至于说禁食的方式，个人照着个人的情况、身体的力量、时间的许可、

还有个人里面的那个负担，这些都是考虑的因素、决定的因素。那个所谓的禁食

的话，你禁食一餐也是禁食，或者你不吃肉，你平常很喜欢吃排骨、吃什么鱼虾，

你就不吃几天，你吃一点素菜，也可以算作禁食。你不吃你喜欢的，甚至于你连

看电视，看是喜欢的你都不看，那几天你就是好好的祷告，也算为禁食的一部分。

你少吃一餐也是禁食、少吃两餐也是禁食、或者你一天都不吃，你就是喝水那也

是、当然也是禁食。或者你只是吃流质的，固体的食物你不吃，也算是禁食。所

以神不是看我们外面所做的，重要的乃是我们的心态、心里面的负担。我真的为

这件事心里的负担重到一个地步，我都觉得不要吃、我也不想吃了。有时候人有

那个心事很重的时候，他就不想吃了，那么这样的心态到神面前来，必蒙神的垂

听。 

那么有的人一天禁食、有的人禁食三天、有的人禁食七天、有的人禁食三个星期

或者是四十天，这个随着个人的这个负担、个人的环境的许可，这样去（禁食）。

我呢，我都这样学习过，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过，有一度我学习这个禁食，大概

就是一个月吧，还是怎么样，两个月，我掉了 30 磅这样，那是我第一次学习禁

食。一天也有、三天也有、七天也有，都有过，感谢主！我们这些就是做在神面

前就有价值，要记得千万不要做给人看，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那个教导。 

    那么讲到积攒财宝，当然我们一般人在地上就是知道要积攒钱财、要买房子、



 

 

买地皮，追求在地上的富有，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要首先追求天上的富有，

那个永远的富有，那是不会过去的。 

    那个再接下去22节跟23节讲到那个心里面的光，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就说到我们灵里面的看见、灵里面的明亮、灵里面的敏锐。我们的灵里面怎么

样才能够维持敏锐、明亮？当我们的灵里面，主耶稣说我们灵里面的光是这样（敏

锐、明亮）的话，那么我们全身都是光明的，意思说我们就能够参透万事，因为

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看透他。那主耶稣说 21、22节

我们读一读那个经文，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

光明；”这个眼睛是指着我们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是我们身上

的灯，意思说是照亮一切的，我们到哪里，那个属灵的眼睛就是圣灵赐人智慧和

启示的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个眼睛是我们身上的灯就能够照亮，让我们

能够对各种事情能够看得清楚。祂说：“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这个‘眼

睛’就说到我们里面，里面那个光，特别心里面那个光。“了亮”、“明亮的”是不是？

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单一的、单纯。我相信那个“单一”是指着耶稣来说的。如

果我们那样的单纯地爱、单单地注意主、单单地追求要祂、而且单单让主在我们

的心里面有地位，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了亮，当然我们一定是了亮的，那我们

全身就光明，我们对什么事情都看得比较清楚。 

    保罗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够看

透他。”那一个人怎么属灵呢？我们会说：“哦，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跟主的连结

要深。真的是他不靠（自己），无论读经、祷告、聚会，做什么他都是在圣灵的

里面，是照着圣灵的引导。因为主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

里面。”祂就是世界的光、祂是我们里面的光，圣灵就是我们里面的光。常常我



 

 

们说我们被神带到祂的光中，就是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带到祂

的光中。大卫说：“在祢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光照底下，

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那个隐藏的骄傲、隐藏的过错“哎呀，我原来是这样！”

有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啊，说到他跟人相处的时候，有的人在光中就是：

“哎呀，那个问题呀还是在我。主让我看到那个问题还是在我。”他就没有去注意

别人了，他是注意他自己。那也就是第七章里面主耶稣所讲到的就是“眼中的梁

木”、“眼中的刺和梁木”。有时候我们，别人一点的刺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眼中

的梁木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被圣灵带到光中的时候，那个眼中我们那个梁木没有，

我们就看得清楚了，就了亮了，如果我们这样的让主来这样做。所以祂警告我们，

祂说：“如果你们里头的光是黑暗的话，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我觉得如果我们

灵里面糊涂、灵里面黑暗, 

01：10- 01：20 

    真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一件！如果我们灵里面黑暗，那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

都还以为是对的，就像今天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淫乱啊、同性恋啊，他们都觉得

是对的，他们还争取权利，这样。那是里面的黑暗。里面的黑暗简单的说，你不

知道自己的错，你只是看到别人的错。那比如你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你看外面都

是光明，你自己黑暗，你看外面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因为你在黑暗中。所以我

们也要了解耶稣所说的里头的光是多么的重要，那只有祂是我们里面的光，只有

圣灵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最重要的要能看见主。最重要的，我们这里所说的

“了亮”的单译就是看见。虽然外面我们也许看到很多人，但是你里面一直看打。

罗炳森师母她有这样一个教导“你怎么知道你活在神的同在中呢”？她说的很简单，

那就是说你无论在哪里，你就是看到耶稣，那就是你一直是与神同在，因为你一



 

 

直看到祂。那我们要了亮、要单一，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这样在主里面，灵里要敏

锐，灵里面要明亮，而且大卫说“叫我们灵魂苏醒的乃是主”，那我们常常来到神

的面前等候他，我们才能够在灵里面保持苏醒，明亮，灵里面的敏锐。灵里面的

敏锐就是我们灵觉，就是圣灵有一点的提醒，有一点的感动，有一点的动静，我

们都能感觉得到。就好像有的人他灵里面比较敏锐的话，他一看你的眼色他就知

道了。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灵里面敏锐的话，圣灵一提醒他，很小的一点，轻微的

一点感动，他就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然后他就顺服。这样的话当然他是活在光

里，那个里面的光非常的重要。而且其他的我都已经提过了。 

第七章我就稍微点一点，就是“批评论断”，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弟兄眼中的刺，

我们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没有看到，”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那个就是说批

评论断，就是跟我们的言语口舌有关。这个前两次我已经有提过了，讲到我们说

话是和不是，那都包含在我们的言语的里面，真的说话太重要了。你在美国，尤

其是像美国总统，他说话说得不当、或者说错了，那就批评论断。有的人以前在

美国选举的时候、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他就不能再竞选了，

必须退出。你看，你说话多么要紧，而且这个批评论断，就是跟我们的灵命，跟

我们心里有没有爱、有没有同情心就是有关系，就是无形中定别人的罪。主说“你

要是定别人的罪，你必被定罪，”你要是批评别人，你一定被批评，那就是说主

会兴起环境来，他会让你会被很多人批评，因为你喜欢批评别人。那么这个批评

在原文里头它是 judge，是审判的意思，你来判断别人，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

方——不要轻易去判断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人内里的情形，你不能看外表，多

半人都是凭外貌来断定是非，但是主教导我们不要凭外貌。因为我们看到人的表

面，我们就看不到人的内心。有的时候你的看到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不要轻易去



 

 

判断一个人，乃是要交托给主、要相信主，那就是去爱人，就是连仇敌都要爱。 

那个第七章还有一点我还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窄门、窄路的问题。第七章第 13

节、第 14节说“你要进窄门啦，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

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或者引到生命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

也少，”这是跟随主的道路。罗炳森师母说“不要选择容易的道路”，她说“我们如

果跟随主，是难的，要是在爱里面就不难，”但是我要说“我们跟随主走这个生命

的道路，你得着的乃是永生、永远的生命，那就是基督祂自己。”要知道走生命

道路的基督徒、追求内在生命的基督徒是少数，主说找着的人还要去寻找、还要

去追求。 

但是我今天在这最后一堂的聚会里头，我对在线上的兄弟姐妹（说）：“你

们这样的认真来上这个课，就表示你们是愿意走窄路，找着的人并不多，你们愿

意追求这个内在生活的道路。”我很感谢主，有时候弟兄姐妹给我的信、给我的

这个语音留言都说到他们好珍惜内在生活这条路、他们好有福气找到了这条内在

生活的道路，夫妻的关系也改善了，同工的关系也改善了，儿女也变得听话了。

我听到这些，主啊，好感恩啊，这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没有一件事情叫我

喜乐受激励像我听到这样类似的话。这是一条窄路，不错！但是一条生命的路，

其它的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是引到灭亡的路，我不知道主说的是什么样的，但是

我知道如果你没有得着主要给我们的他的丰盛的生命，那就是没有建造成新的耶

路撒冷，那你见得到的是什么呢？草木禾秸经不起火来烧的。那我们走生命的道

路呢？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满收在仓里面！ 

主耶稣也这样讲过一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个稗子也就是糠秕的意思，属



 

 

肉体的、属人。主说有一天要分开，祂说天使来了，都要把大家分开。我相信这

个时代是主已经在做这个分别这个麦子跟稗子，祂手里已经拿着簸箕，祂在扬净

祂的场，这是用圣经的话来说。那扬净的就是祂的教会、祂的儿女。麦子就是祂

的生命，（而）永远的糠秕呢？现在祂正在做这个分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在

这个时代、要知道神在这个里头做的，就是我们要紧紧的连与主，我总觉得如果

我们紧紧的连于主，照着圣经，常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我

们走的这条路就是永生的，但是主说找着的不多。 

如果我们常常的这样彼此的交流，我鼓励弟兄姐妹有这个小组聚会，尽量的

要参加小组聚会, 

01：20-结束  

    我们现在要准备正在修订《小组聚会须知》这个小手册，我希望很快的能够

把它印出来。有需要的就可以跟我们要，你就知道怎样开始小组聚会、怎么样继

续小组的聚会，这个就是保持与主连接最好的路、最好的方法。我想我必须要停

在这里，已经过了时间。就这样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年的这个秋季班，主题就是《主

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那个最后我们，今天应该凤莲牧师在，或者是其他牧者

都可以，最后带领我们有一些祷告，做一些结束的祷告。为了我们以后的网校、

明年的网校、明年的服侍都有一些祷告。我相信今天凤莲牧师在。好吧，你就带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你们其他有感动的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比如林至

彬牧师，我们还没有听到他在线上的祷告，或者今天请林牧师先祷告，然后凤莲

牧师你来做结束祷告。 

周牧师问：“林牧师在么？” 



 

 

有人回答：“没有看到林牧师” 

周牧师说：“哦，好吧，那就凤莲牧师吧，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凤莲牧师说：“那我们来祷告啦” 

凤莲牧师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秋季的网校课程，主啊，我们所

学习的就是主你自己。主啊，若是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在整

个课程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看到，主啊，我们必须跟你连结，我们的生命必

须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然我们真什么都做不到，我

们真的不能够去饶恕，真的不能够去爱人，真的不能够去行出来。但是主啊，因

为你为我们做成了一切，你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只要你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

们就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活出来，我们就可以藉着你的爱去爱人。主啊，我们也

让你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饶恕；主啊，教导我们持续不断的仰望你，就

是一直的住在你的里面，就如你所说的你是葡萄树，我们是你的枝子，枝子若离

了葡萄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感恩，主啊，你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

你的枝子，连于你。主啊，让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为

着所有网校的学生们，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催逼的工作、

做吸引的工作，叫我们继续地被你所吸引，常常的住在你的里面。主啊，帮助我

们更多的渴慕，更深的爱你。主啊，让我们知道走这个内在生活的道路是一条让

我们与主越来越亲的道路，叫我们持守到底，因为你说“坚持到底的就必得救。”

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志。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这一切、一切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因为得着你我们就是得着一切，你就是我们的生



 

 

命，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我们这样的感恩、感谢乃是奉靠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周牧师说：阿们！好，跟你们说再见了，希望亚洲的、北美的有愉快的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