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五班录音-2018-9-14	

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在线上跟大家见面，我们也是聚集在主耶稣的脚前，大家这时候
我们的心态不是单单来上课，要记得，乃是我们聚集在耶稣的跟前。哈利路亚！大家一起低
头，眼睛闭起来，来触摸圣灵，来与主联结，与圣灵联结。	
唱诗 1：《亲近主》 
赞美主！还有一首诗歌，就是我们最喜欢唱的，就是“居主里，住在主里面，居主里。”那个
副歌也许有的人会唱。你们今年新来的新生可能不熟悉这个副歌，很简单，就是“居主里，
住在主里面。居主里。哦！何等甘甜，我安息，我安息在救主的脚前。居主里，居主里。哦！
何等甘甜，我安息，安息在救主的脚前。”这是里面的一种操练，心里面住在主里面。我唱给
你们听。 
唱诗 2：《居主里》 

今天在亚洲是星期五的晚上，在北美还是早晨。所以，星期五的晚上，很多也许你们在
职场上的、上班的、做工的，这五天下来身体已经是很疲惫了，需要休息。不但是身体的休
息，心灵的休息更重要。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要记得，祂就是赐平安的神，也可以说祂就是
平安之王，祂是安息日的主，那意思就是祂是赐平安，是带我们进入安息的，就是他那个神
圣的安息。这个教导在《希伯来书》第 3 章、第 4 章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要我们趁着
还有今天要来到主面前，要彼此地劝勉，而且趁着还有今天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希伯来
书》第 4 章一开头就说：神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入祂安息的应许，祂答应，所以后面才说
你们要竭力进入祂的安息。我们经过这几个礼拜的工作劳累，如果我们再赶着来要上课，还
要再用脑，那更加的疲劳。先来安息。要记得：主是赐平安的主。主耶稣复活以后，祂向门
徒们每一次显现的时候都说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第一句就是“愿你们平安！”祂这个
“愿你们平安！”不是说还没有来到，但愿有一天你有平安。不是！英文的翻译比较好“Peace be 
with you！”Peace be with you！现在你就得到平安。祂就是赐平安的主。祂复活以后，祂不
受空间、时间的限制。所以，今天祂也是这样，祂要我们来到祂面前，就是要进入祂的安息。
Peace be with you！我们今天都可以说：“主，祢在这里，祢就是我们的平安，平安的主，赐
平安的主。”平安已经在我们心里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 

我不希望我们急着就来听道或者讲道。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里面与主联结。因为
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太容易忽略，太容易忽略这是何等宝贵，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
气！所复活的主借着祂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那么说。我相
信了，我就得着这个平安，我就进入这个安息了。我这些年来真的是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
平安、喜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真是很感谢主，祂一直保守我的身体，88 岁我的身体
还是很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祂带我进入安息了，没有忧虑了，没有那么多操心的事，或
者是让我觉得很痛苦、很难过，没有了！因为主耶稣早就说过了：“哀恸的人有福了，他们必
得安慰。”那就是祂来了就成为我们的安慰。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第 5、6、7章一开
始就那么说。我们要领受祂的话！要知道今天的耶稣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心里，也就在我
们口里。有时候，我们眼睛闭起来，喊一声“主啊！”，主耶稣祂就在这里，祂就在你的跟前。
你不要去多想，也不要分析，也不要凭你的感觉，你就是那么相信。《圣经》说：“就在你口
里，就在你心里。”因为祂是灵，祂是灵。我在台湾也说过，祂是灵。灵就好像是空气一样。
灵，圣灵这个“灵”字，在原文有三个意思：灵，气，风，都是这一个字，而且这三样都是看
不见的，那是灵，祂是神，祂就是灵，神是灵。空气我们看不见是不是，可是我们天天都是
活在空气里面，而且我们的里面，空气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空气里面有氧气的成分，人不能
缺氧，缺氧就活不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要看、要感觉。你有没有感觉氧气在你的里面呀？
没有！复活的主借着祂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也是这样。那有没有感觉呢？有时候会有感觉，当



你在屋子里头空气不好，你稍微过一段时间你有感觉这个空气不好，你打开窗户，然后你到
外面去走一走，就感觉舒服一点，对不对？有时候，主也会让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
亲近祂的时候，祂来触摸我们，到我们的里面特别来安慰、来赐给力量给我们，特别在安慰
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那个主的同在，对不对？还有，你心里面忙乱到时候，你来到主到面
前，那个心马上就静下来，很快你就感觉到主的平安，主的平安就是主同在的一个记号，不
是什么特别的感觉。 
    从这周开始，我讲马太福音 5、6、7 章，这是耶稣祂所讲的内在的生活。我还是要提
醒我第一周所提到的《约翰福音》第 5章第 39 节，我们时时地要记住那节经文，当我们读
经文的时候会常常遇见主。《约翰福音》第 5 章第 39 节，你现在可以把《圣经》打开看一
看，39 节，就是说，《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圣经》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
前、怎么样才能够得着生命，不是说《圣经》的字句里面有生命、有耶稣，乃是《圣经》是
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照亮我们要走的。走到哪里去呢？走到耶稣这里来。这就是
40 节所说的，你们读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查经
的时候，或者你在家里读经，或者你参加你们教会有什么查经班，或者查经小组，要记得：
查经是一回事，到主这里来又是一回事。那么你会问说：怎么到主这里来呢？很简单，就回
到里面，因为主啊今天的耶稣也是在我们心里。祂是在天上，不错，可是祂已经赐下祂的圣
灵，祂可以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关于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领
受耶稣用圣灵给人施洗这样一个经历，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你在主观的方面还没有经历到
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你的里面。所以，我常常提到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就不能不讲要
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灵。 
    我们如果要与主联合，我们必须要接受祂的圣灵，让祂的灵来充满我们，祂的灵就是祂
自己，祂的灵才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祂复活以后带着复活的身体到天上，乃是祂的灵
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线上的学员们，如果你还没有这个经历的，你要注意你要去祷
告，你要得着，而且你要相信：不难。不像有的人好像追求圣灵充满又得不到。不难！你越
简单越容易得到，就是像《圣经》所说的：耶稣来，祂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圣经》说：你
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那有时候就是在安静祷告到时候，或者在一个聚会中，或者在一
个人祷告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得到了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充满。那个记号是什么呢？
记号就是你自然地、不知不觉地就说了方言了。这个有一点你就是要记得，不是说等到你说
方言了你才被圣灵充满，乃是说你如果是被圣灵充满，你早晚会说方言，你要记得，那个记
号不能没有。好，关于这点我就说这么多。 
    我下面要说的是，我们虽然来查经，可是要记得，主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在我们的
里面，所以当我们外面查经的时候，不要忽略在里面的圣灵会借着《圣经》、借着查经的人
会向我们说话。换句话说，你从人的声音背后，你要听到主的声音，是主。你怎么知道是主
在向你说话呢？就是这个话你听到以后你有感动，你有所感触，好像这个话是针对你的，你
要记得那就是圣灵向你说话，那你就不能够轻看。所以当你在听我们外面在查经的时候，更
重要的就是你要来到主面前得永生，得到祂的生命，就是祂的生命之道。如果你听到是主向
你说话，要记得那个就是圣灵，就是灵。当你领受了，你也相信了，甚至于你也照着去行了，
那你就得着生命，得着主的生命，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要记得，要来
到主面前得着生命。主在哪里？就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如果借着
《圣经》向我们说话，就是耶稣所说的：“我的灵，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心
里面这样领受：这是主对我说的，这话好像是圣灵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你，十之八九是圣灵
对你说的。如果你要是简简单单地这样相信的话，你就得到生命，你的灵命就会有改变，你
的灵命就会不断地有长进，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从头来看马太福音第 5 章，我有说过，5、6、7 章每一章里头耶稣都提了 7



件事情。我数了以后就是每一章里头提了 7 件事情，第 5 章我已经在上一周跟大家好像这
样略略地这样点出来这 7 件事情是什么，5章、6章、7章。 

现在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第 1 件事情，第 1 件就是讲到这个福分，或者说讲到什
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气的人。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说：有儿
女就是有福气，子孙多也是有福气，或者升官发财也是有福气，甚至于人长胖了，我们都会
说你发福了，中国人所说的这个福气都是一些外在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福气
乃是内在的，而且是永远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真正叫人活得喜乐、平安、有安全感、
有满足感、也充满了盼望、不但是今生对于来生也充满了盼望，这样的人乃是领受了耶稣所
讲的这个福分。这个福分简单的说来，就是祂来了以后所带给我们的福分，祂就是我们最大
的福分！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万福的源头，祂是赐福的源头，所有的福分都是从祂那里来，
所有的好处都是从祂那里来。大卫在《诗篇》16 篇里头，他知道他认识神，他说：“主啊，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到了《诗篇》23篇，他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
缺乏。”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福分。 

《马太福音》第 5章第 1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领会那个属灵的意思，如果是圣灵对我们说话呢，你就知道：哦，主看到我们，在线
上那么多的人。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星期五在线上有九百多人，将近上千人。主耶稣看到我
们，祂看到我们的需要，所以祂就说：祂就上了山， 祂就坐下来，然后就开口教训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祂看到那么多的人，祂就在线上，今天现在祂是使用这个网络，因为在外
面可能大家不容易聚集在一起，也许有的地方即使是容易，可能那个环境也不许可，“主上了
山”就是说祂超越一切，祂在灵的里面，在圣经里面每次我们读到山的时候，要记得，都是
指着高处，神所在的地方。摩西那个时候，神常常召摩西上山，锡安山什么山都是指着神所
在的地方。“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这个教训，按照字面当然是教训，其实祂是在喂养，因为
祂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对圣经的教训，不要只当作是一般人所说，是我们的灵
粮，是喂养我们灵命的。耶稣在这里开口教训，祂的开口，就是祂口吐恩言，祂因为是生命
的主，所以祂所讲的话都是生命之道。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讲的话当作是个道理来听，乃是
生命，乃是灵，乃是食物，是我们可以吃的，就像我们吃这物质的食物一样，我们每天都需
要吃喝是不是。主耶稣也讲到吃喝的问题，祂就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祂
说这个吃喝，是用我们人类平常生活中每天吃喝、需要吃喝，祂来说明这件事，祂说祂的肉
和祂的血不是指着祂在肉身的肉和血，乃是指着祂的生命，还有祂的救恩。血的含义多半都
是主祂所成就的一切完备的救恩，意思就是说：“我的丰富，我所做的一切，你们都可以来享
受。”这个吃喝还有享受的意思。我们普通吃喝就领受了，可是如果吃到一点好吃的东西，那
个味道不一样，那就是享受。主的意思就是说：“我所为你们成就的，我所要给你们的，凡是
在我里面的，你们都可以来享受。”不但是你需要，像我们每天需要吃喝一样，你不但需要而
且你还可以来享受，比如说我们上课吧，我觉得我们这个查经应该是一个享受，不是单单来
领受一些圣经的知识。你怎么享受呢？主就在你的里面，主就在祂的话里面。约翰就告诉我
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祂来
到我们中间，如今祂的道在你我的里面也成了肉身了，住在我们的里面，充充满满地有恩典，
有真理。当我们在主里面进深，更多进到祂的灵里，进到祂的话里面，我们真的是吃喝享受
一生，吃喝不完，因为太丰富了。 

然后祂提到的这里一共有八种的情况，或者说有八个条件，也许应该说情况比较好，因
为实在我们来到神面前，没有什么条件，神是无条件的爱上我们，可是祂告诉我们在什么情
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得着神的祝福。第一个祂所提的，就是虚心的人，第 3节：“虚心的人有
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不是我们一般人说这个人他很虚心、很谦虚，那是觉
得他很有修养，他在人面前非常的谦和。这里所说的那个“虚心”，在原文的翻译里面，在英



文的翻译就把原来的意思带出来,就是 poor in spirit，就是在灵里面的贫穷。怎么叫做在灵里
面贫穷呢？灵，我们的灵跟心是分不开，心，常常是我们很有感觉的，灵有更深一点的，灵
是跟我们的心态是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我们肚子饿了，当然我们有感觉，就知道吃东西啊。
那个灵里的贫穷，就是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感觉到我们很贫乏。这个“贫穷”，这两个字在原
文里面有讨饭的意思，乞丐讨饭。那个《路加福音》，主耶稣不是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
那个讨饭的拉撒路，那个财主天天吃喝享受，那个讨饭天天坐在他的门楼讨饭，甚至于狗来
舔他的疮。但是这个讨饭的，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得救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
这两个人，耶稣说死的时候情况不一样的，财主死了，就是埋葬了，拉撒路这个讨饭的，他
死了，有天使来把他接到天上去，那个不一样。所以在地上有钱的人，未必是得救的，如果
你没有信主，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个是在地上贫穷的人要知道，往往是
有福的，往往是富足的。你看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啊，他死了以后，天使把他接去，接到哪里
呢？接到父神，“亚伯拉罕父怀”就是代表父神，他就是接到天国里头，因为他是属天国的，
天国也是他的。那个“灵里的贫穷”，贫穷 poverty 这个字，在英文有翻译，这个中文没有翻
出来，或者是 poor in spirit，穷人 poor，或者 poverty，那个字在《路加福音》16章说这个
拉撒路，是讨饭的拉撒路。这个“灵里贫穷”跟“讨饭”在原文里是一个字。所以马太 5章 3节
所说的“灵里的贫穷”，就是拉撒路是讨饭的那个“讨饭”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他一
直要、一直要。你知道这个讨饭的人，他要天天出去。很多的乞丐，听说有的地方，在中国
大城市里头，说这些有组织的，不错，在美国大城市也是这样。他就是一直要啊，因为他贫
穷啊。耶稣说，天国是给谁的呢？乃是给所有要的人。天国，你像那个讨饭的一样的，就是
一直要，一直要。主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气的，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换一句话
说，你要什么，你向神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好像什么都是你的一样。所以在神面前你要
蒙恩，你要蒙福，你要得着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你要跟主你要有很亲密的关系，要更多地认
识祂。你就是要，没有别的。这就是灵里贫穷，我什么都没有。那么相反的，一个人呢如果
他没有这个需要，他觉得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懂了，我告诉你，这样的弟兄和姐妹，最没有
长进，天国没有他们的份，这样的。 

什么是天国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天国是属天的，神所拥有的。这个我们每一次听提到
“国”的时候，有主权的问题，有国土的问题，有穷富的问题。例如我们提到美国，美国是世
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也提到中国，中国现在是在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一个富有的
国家，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提到天国的时候，就是神所赋有的一切祂所在的地方，但是这个
天国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天国”，耶稣说是看不见的，祂说:“天国就在你们里面。”有一次，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7章，那些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来了，可以看得见吗？”耶稣说：
“神国来的时候，看不见，人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不是在这里的在那里的问题，祂说:“神
的国就在你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主，祂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那个
诗篇里头不只一个地方讲到，这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是属于主，都是属于耶和华，因为都是
祂造的，祂使无变有。这个宇宙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位神所造的。所以每一次讲到天国的时
候，都是讲到神的丰富，神所拥有的一切。那么这个福音书，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主耶稣出
来传道，还有门徒们出来传道，他们传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
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一个天国的福音，我们所得到的福分呢，是天国的福分。“天国”还有一
个意思，就是永远长存。地上的国都会过去，你看历史，这历史上多少的帝国、王国、国家，
有清王的这样一代代过去。你要查查中国的这个朝代，还要查查这个世界的历史，多少的帝
国就这样没有了。但是天国是永远长存的，而神所给我们的是天国，我们所信的福音乃是天
国，你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天国里面，只要我们一直觉得不够，一直觉得贫
穷，我要。“哦，主啊，我需要更多的爱心，我需要更多的忍耐，我需要更多的谦卑。”你常常
看到你的缺乏，你就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那主耶稣说你有福了，你有福了。当你这样的时



候，神就会给你，你不会缺乏。雅各教导我们，我们如果缺少什么，可以向神求。他说缺少
智慧的可以求，缺少能力的、缺少爱心的可以求。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
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我们求的时候，那个动机很重要。那个动机不是为着
满足我们的私欲，乃是满足神的旨意，乃是荣神益人的这样的请求，神就一定会垂听。当然，
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什么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呢？灵里贫穷的，一直觉得
不够。这样的人凡事虚心，觉得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说真正的谦卑、
真正的谦虚，实在是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神的所有、祂的丰富才能给你；祂能够来填满你
那个缺欠。可以为这个祷告。我常常提醒我在达拉斯的同工：千万不能有一个自满自足的心
态，觉得好像什么都够了。 

第 4节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恸，我以前领会的，比如：家
里有什么亲人去世一定很忧伤。不单单是这样，这里的哀恸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特别你在
神的面前常常为着自己的属灵的状况、对神的亏欠、没有能够这样照着神的话去说，你常常
觉得自己在神面前不够好，得罪神，而这样忧伤痛悔。特别是指着这样的人，主耶稣说他们
必得安慰！大卫在诗篇 51 篇的认罪的那篇诗，他告诉我们：神要的不是燔祭，不是活祭，
不是我们为祂摆上多少做多少或者牺牲多少。神所看重的一种祭物，就是我们在祂面前哀恸、
忧伤痛悔。常常觉得自己不够、不好、亏欠主、得罪主。这是神所悦纳的。大卫说这样的祭
物你必不轻看。那么当然，也有的基督徒他做错了事，说错了话，他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当
然这样的人，神不会喜悦的。神看重的乃是你在祂面前的忧伤痛悔。那个哀恸就好像家里什
么亲人去世了一样。我们要知道在神面前蒙福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每一次的尤其是痛苦忧
伤，真的是从心里面如同丧事，这样的祷告，特别的蒙神垂听，神特别的悦纳。而且神的安
慰也可以说神的喜乐、平安、祂的同在就特别地会加给这样的人。你如果常常这样，你会感
受到神就是那么慈爱、信实。祂所给我们的安慰不像人所能给我们的安慰。 

第三种有福的，在第 5 节，这里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这
两个字在中文，有的时候是翻作“谦卑”，谦卑柔和。主耶稣祂说：“我心里谦卑，你要学我的
样式，要负我的轭。”这里也是这个意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
土的意思是一直不断地领受神的祝福。神施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祂不但阻挡，有
的地方是说：骄傲人的家，神必拆毁。有一天神要管教，神要伸出手来击打，要拆毁那个骄
傲的人。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政治上、或者是在教会里、在神的侍工上，这些年我们在美国
也看到很多很有成就、侍工发展的很大，在电视上可以说上千万人的家庭看的节目，可是因
为人的骄傲，神就容许他失脚、跌倒，整个的侍工也垮掉。那就是说，神在《箴言》第 6
章 16 节那里讲：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头一样就是那个高傲的眼目，就是那个骄傲的心。
我常常提到看到那些骄傲的人，我常常就会替他害怕，就是不知道有一天他会遭遇到什么。
但是谦卑的人，神就施恩给他，你如果一直谦卑，神就一直赐福给你，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温
柔的人他必承受地土。这个承受地土不是承受一块，他是一直持续不断地这样从神那里得着。
得着他所要的，这里的地土，我们是指着属灵的富有、属灵的财产而说的。 

然后第 4 节第四种的祝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就是
一直盼望讨神的喜悦，在神面前做得对。这个意义，在行为上就是做得都很对，没有什么不
义不对不该的事情。但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这种关系。只有在主耶稣的里面。刚才前面我
们所说的那个温柔，我们到哪里去找谦卑柔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到我这
里来，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就是要跟主连结。那个轭，种田的里面，两头牛
用那个轭把它拴住连在一起。主要我们与祂连结，我们与祂连结我们才能有祂的性情，祂的
那个谦卑柔和的性情，我们才能够有份，然后我们一再地就得着神的祝福。这个饥渴，一直
的渴望，总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很渴望能够要得着主、渴望要像主。有的人饥渴慕义是要被圣
灵充满。其实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基督的灵所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灵、就是神祂自己



以及祂的所有的丰富都在祂的圣灵的里面，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不是一点点说方言、说
预言、或者是倒地呀，这个是太肤浅的一种。圣灵充满就是得着神所有的丰富。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得着呢？饥渴慕义的人，你要渴。你要为你的渴来祷告。 

昨天我还在一个聚会里头，讲到台湾那个锡安堂的创始人就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叫做
荣耀秀姐妹，他们都管她叫荣教士。她最早是到中国传教的，中国内地会戴德生所创办的，
内地会做传教士好多年。后来在中国就遇到了倪柝声弟兄的一个同工，是位英国的宣教士，
是一位女的宣教士，就谈起饥渴的问题。这个英国的宣教士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问这个荣
教士：“你有没有为你的饥渴祷告过？”荣教士觉得很奇怪，我做宣教士已经好多年了！她就
开始为饥渴祷告。这个时候呢，她就发现她没有被圣灵充满。她看到那些被圣灵充满的宣教
士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生活就不一样。她很羡慕那个得着他们所有的。于是她就开始寻求。
后来，她的朋友邀请她到纽约来做客，就去纽约的那个立巨屋的教会。那个教会跟我们的关
系是很深的。那么就在那个教会里边她得着了圣灵的充满，她就开始与主同行，她就知道神
在圣灵中与她同在。所以，神差派她到台湾去。她就是这样与神同在，她所讲的信息是与神
同在，她的生活是与神同在。刚到台湾没有什么，等了大概 7、8 年没有什么工作，后来，
八年以后到了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那个蒋中正总统去世了，那一天开始，忽然很多人
跑到她这里来了。所以台湾这个所谓的锡安堂就是这样起来的，那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因
为她多年来与神同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他们不但自己得饱足，而且还
有多余的给别人。正如大卫所说的：福杯满溢。你如果一直地饥渴，神就会一直地叫你得饱
足。这是跟那个前面那个虚心、贫穷、那个要，是一样的，好像一样的意思。但是这个饥渴
是特别说明你如果口渴了，你就是要找水喝嘛，你饿了，你就找东西吃嘛。必须要迫切到这
样一个地步。这个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就得着。主耶稣不是说：“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他开门。”（太 7:8）但是如果你不要，你得不着神的恩典。 

我想，我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觉得时间还是应该要用来让弟兄姐妹来更多的进入这
些话。也许有的人还没有为自己的饥渴来祷告，有的人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谦卑，那个里面隐
藏的骄傲常常地会跑出来。那也许有的人自满自足，没有那种灵里的贫穷、缺乏。都可能需
要有一些祷告，有一些追求。所以我想，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让给她们两位牧师。她们就好像
助教一样来帮助我们各地的学员能够更深地进入，就是赖淑芳牧师跟郭牧师。 
赖牧师： 
我想，我们真是要为我们的谦卑和为我们的饥渴祷告。刚才周牧师讲到荣教士被问到：你有
没有为你的饥渴祷告呢？于是，荣教士就要开始为她的饥渴祷告。神真的把一个很大的饥渴
赐给她，以至于她到了台湾之后，就跟她的祷告同伴，他们就每天等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
的饥渴慕义来祷告。以至于开始渐渐地进入一个很蒙福的光景，被圣灵引导，至终才产生了
像锡安堂那么美的服侍。这一段故事，非常的感动人。因此我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
真的要为我们的饥渴慕义来祷告，来呼求主！主必不偏待人。因为他所祈求的就必得着，甚
至我们心中常常这样有声无声地呼喊：“主啊！求你在我里面制作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主啊赐
我一生一世是你饥饿的百姓，要来向你买生命的粮喝。主啊，赐我一生一世是你干渴的儿女，
要来向你买水喝。”我们内心这样有声无声的呼求，这时候它会成为我们灵里很迫切的祷告，
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直保持里面一个饥渴慕义，就像牧师刚才讲的：我们一直要
一直要，神就一直给一直给。叫我们每天从祂得着饱足。而我们还要有一个精神，就像一个
讨饭的、要饭的，感知到自己一无所有，灵里贫穷，要来跟主耶稣一直要一直要，主就一直
给一直给。虚心也就是要为我们有谦卑，看自己好像是一个贫穷可怜的人，来向主耶稣要买
食物、买水喝，那样迫切的心情，求主耶稣把它赏给我们每一位，直到渐渐的我们里面，从
灵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热切的呼求，迫切情词、迫切的呼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
若是这样情词迫切地寻求，祂就必起来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所以好不好，现在所有线上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先安静一下，让圣灵来启动我们里面的祷告，让圣灵来启动我我们里面
的呼求。哈利路亚，哦 ，主耶稣，哈利路亚！ 

主啊，我们真是你饥渴慕义的儿女，来情词迫切地向你恳求，就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里讲的，祂的朋友在半夜里头来一直敲他的门，祂必为他们情词迫切地恳求起来为他们开门，
把他们所要的赐给他。因此，圣灵啊，在我们里面賜下一个情词迫切的呼求，求把谦卑的灵
赏给我们，求在我们里面，主啊，把耶稣基督的谦卑做在我们里面，主啊，求你可怜我这个
骄傲的人，主耶稣，我需要你来拯救我，脱离我自己所不自觉的骄傲，把你谦卑的灵赐给我，
让我常看到我在你面前只不过是一粒微尘，在人面前也只不过是一个无能无力一无所有的人，
因此，主啊，我多么需要的来向你买生命的粮吃，多么需要迫切的求你天天来充满我，把你
的话语向我开启来喂养我。 
郭牧师： 

刚才牧师讲到说一个有福的人就是会常常有喜乐、有平安、会有满足感，我们也看到牧
师常常说自己感觉到好饱足，好饱足，那我们怎么又是有满足感，又是有饱足感，但是又常
常又是一个饥饿的人，常常是一个饥渴慕义觉得自己贫穷的人？我想就是像我们每天都要吃
三顿饭，我们一年吃好多顿饭，那其实只有我们很饱的时候那时才会有满足感，但是我们在
每天之中可能饥饿的时间是更多的，这是一餐吃过后可能消化掉就没有了，就会真正觉得饥
饿，然后我们又来要又来吃，又得到饱足。我想我们追求神这些福分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
当我们发觉说有些东西我没有。那我们就立刻，甚至这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在讲见证，这
个讲到他什么经历，那个讲到他什么经历，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还没经历过，那个我也没经历
过，觉得说主啊，跟这些人比起来其实我很贫穷，跟牧师比起来我更加觉得贫穷，那么他老
是有那么多神的话，有那么多的恩膏，有时候就是安安静静，或者慢慢的讲几句，其中就有
恩膏。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怎么讲了一大堆都没有那么多恩膏，所以就觉得说，其实我里面是
很贫穷的，我就来要，那么一直这样要，一直这样要，每次一觉得我没有或者看到别人有的
主的东西我没有，我们就来跟主要。当我们这样觉得贫穷来跟主要的时候，迫切跟祂要的时
候，我们就会要到。当我们要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饱足。那我们常常跟主要，常常得到饱足，
我们就可以常常是一个常常有满足感的人。那么满足之前首先是必须先觉得自己没有，我们
才会来。当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有了，像老底嘉教会那样，那我们就不懂来要，不懂来要就
不能得到满足。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希伯来书第 4 章里边讲到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讲到说我
们要竭力进入，我们要竭力进入，特别是还没有安息，常常没有安息的人，我们更是要来竭
力进入。那里面讲到说，没有安息的人。我就是看到说，当时神发怒起誓，不让那些人进入
安息，那些人就是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不相信、悖逆、抱怨，所以说，我们要想
到，当我们心里失去安息的時侯，我们可能就在这种情况当中，就是在神的憤怒當中，在神
的咒詛裡面，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地脫離這種沒有安息的狀況。當我
那一天讀了這節經文，我就覺得說，我覺得这么可怕，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是在神的發
怒，咒詛，不能进入安息的一种状况當中，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让自己处在一种没有安息的
状况，一定要进入安息。那时候那一天神就给我一个试炼，神就给我安排一件事，一个环境，
是心里会很不高兴的，会没有安息的。当时我就跟主求，我说我一定要安息，我不要被这种
不平安被这种不高兴占领，我一定要进入安息，主你让我今天就能够在你的安息里边。我这
样求，主就成全了！所以那天我就一样一样，一部车接着一部车坐，然后心里就充满平安，
然后我去跟一位姐妹见面，主又给我一个大的得着，就是那个姐妹分享，她本来是灵里比较
低沉，现在灵全部被提升，满了喜乐，被圣灵充满。我就很得安慰，所以一路回来，又转了
很多部车，开回家。就觉得今天我真的没有被原來那件事所搅扰而失去安息，而是真的是因
为我下定决心跟神說，我不能够在没有安息里面過今天，我一定要在安息里面。因为没有安
息，就是失去神的祝福，就是在神的愤怒当中。这就是说我们只要求，我们只要求就會得著，



当我们觉得我们哪一样贫穷，哪一样可能没有，我们就來向神求，向神求，饥渴向祂要就會
一定會得到。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哪一样恩赐，我们不够温柔，我们就来向神求温柔。我们觉
得好像没饥饿感，觉得自己是不是没有贫穷感了，那我们也来向神求：主啊，我还缺哪些，
我其实还很需要哪些。当我们这样心里谦卑下来向神要、向神求的时候，圣灵就会借一些环
境让我们知道，其实你没有这个、你没有那个，你是很可怜的，你是赤身露体的。那我们就
赶快来向神要，当我们这样向神要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那么或者我们今天，先做一个祷
告，然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可以继续地安静，在神面前安静多久，向祂求多久都可以。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赞美祢！祢一开始，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第一个就是虚心的
人有福了，这个虚心的人是谦卑的人。灵里贫穷，觉得自己缺很多，需要很多来向你要的人，
这种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需要很多东西，缺很多东西，
我们若是现在都有了，那你已经把我们接走了。就是因为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操练，还需要向
你要很多东西，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合你的心意，有圣灵的果子，有基督的样式，主啊求祢赐
给我们虚心，赐给我们一个常常来向你要，常常来被你光照我缺这个、我缺那个来向你要的
饥渴的心，好叫我们得到饱足。主耶稣，谢谢祢！让我们每一个人就继续在祢面前安静，向
祢开启我们的心，圣灵就大大地来充满，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