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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师祷告：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又能够在线上和弟兄姐妹，主日班的也就是亚洲周一班的弟兄姐

妹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耶稣，祢给我们有这个福分；有这个权利可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

来到祢的面前。因为祢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任何时候有两三个人奉祢的名聚会，祢就在我们当中

谢谢祢。祢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主啊，愿祢的灵就在这时候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祢的同在，好让我们和祢靠近到一个地步，真的

我们都能够听见圣灵那微小的声音。 

主啊，祢赐给我们有那个属灵的耳朵、能听的耳朵，就是透过人的声音、透过圣经能够听到祢的声音、

能够听见祢的话。因为我们相信祢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祢的话就是那隐藏的吗呐，让我们得着喂养。 

主啊，把今天的这一个半小时完全仰望在主祢的手中，求主祢来掌管、祢来带领。主啊，帮助我们每

一个人的心都能够集中、能够专注在祢的身上，对准了祢。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祢，也惟有祢能够解决我

们一切的问题、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主我们在这里等候仰望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周牧师分享： 

赞美主。我讲这个马太福音第 5 章这个所谓的八福，我今天在周六班也就是昨天早上在周六班我有一

些新的领受。我今天就可以开始跟周日班、周一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八福的说法，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一个传统的一个说法。八福、八福，有的人领受是九福，可是我就是昨

天的领受就是不是单单八福，就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数不清的，不应该用八、九这么几个福来数算。神赐给

我们的祝福是无限量的。神给我们所有福分可以说最大的福分最主要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记着约

翰福音 3章 16节大家都很熟悉这节经文，可是这是一节非常深奥、意义也非常的广泛，可以说是包罗万有

的这一节的经文。我已经信主快七十年了，我从第一次听到这一节的经文一直到现在，反而我觉得其中的

那个深奥、那个丰富可以说是无穷，我一直到现在信了七十年我还有新的领受。“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

独生子赐给祂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简单的说法那就是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爱到一个



 

 

地步，把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叫所有信祂、凡信祂的名的人，他们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意味

着神是要把祂所有的一切，在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换一句话说神给世人最大的祝福也是

包罗万有的祝福，就是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歌罗西书第 2 章第 9 节保罗得到的启示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

督里面居住，”就是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祂说：“祢们在祂里面才能够得到这个丰盛”。所以当圣经

说“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祂所爱的人，就是神把祂所有的一切都赐给世人、祂所

爱的世人。 

这个世人都是罪人。圣经罗马书第 3章第 22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是罪人。

可是呢，人呢如果没有相信耶稣、没有接受祂做救主。祂是生命、是道路、是真理、祂也是世界的光、祂

可以说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信得对，其中有一点就是祂就是我们的光，我们只有

信了祂以后，照着圣经的说法，不是就这样一个客观的相信、理性的相信，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相信，接

受祂所赐给我们的祂的永生之道、祂的永生的灵、祂的生命的灵、还有祂的同在。这一切都包括在“信耶

稣”这三个字的里面。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关系，那我们还没有真

正的信耶稣。如果没有真正的信祂的话，那我们得救都有问题。所以当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世人的时候，

祂就是将祂所有的一切在基督里面都赐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来信主、再与主连结并且要借着祂的灵要进到祂的里面，否则的话祂里面的丰富与

我们无关、我们得不着，那我们只能做一个宗教徒。佛教、或者是回教、印度教……那都是一些外在的，

那些仪文、形式、规条，而没有办法得着这位生命的主。祂就是生命，祂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并且在我

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换句话说，马太福音第 5 章那里所讲的那个八福它的总

结，或者说不只是八福，它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祂是万福的源头、万福之源，所有的

福分都是从祂而来。大卫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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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我们是在创世以前神就

计划要在基督里面的要将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我们，这是以弗所书第 1 章一开头就讲到这一些事情。所

以当我们讲到福的时候，千万不要只限于八个福、九个福或者十个福，我们要看见祂是万福之源。神把祂

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的耶稣祂是所有福分的源头，我们得着祂，我们就得着各样属灵的福分，

就是圣经说得很清楚。我这么说呢？意思是说我们对八福八福这种说法、这个观念需要有一个调整，不要



 

 

再说八福，因为那里马太福音我已经今天是第三周我讲，那里基本上是讲到人在神面前蒙福的八种的光景、

或者说八种的心态、也可以说是八个条件。但是我说条件，我不太喜欢用条件这个字，因为神赐福给我们

是没有条件的、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我就说是那种八种蒙福的光景：包括我们为信耶稣的人而受

逼迫那都是蒙福、那都是一种蒙福的光景。在人看来为义受逼迫，被人捏造很多的坏话诽谤他、攻击他、

辱骂他，这些在人看来都是不好，用人的话来说好像都是倒霉，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连受逼迫、被人误

会、辱骂都是福分。你记得吗？当初的门徒们他们为了传教被公会抓起来、关起来审问，甚至鞭打了，然

后放出来以后回到家里面，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大大充满，甚至于他们说他们能够配为主的名受

逼迫，他们都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们还配，按照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都不配为主的名来受苦受委屈，但

是他们就感觉到为主的名他们能够配为主的名而欢喜快乐，把感谢赞美归给主。这是因为他们蒙福了，他

们得到了这位万福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施恩的主。 

神所赐的恩惠是无穷尽的，我讲这个话就是因为我信主差不多快 70年了，我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当

我说到神的恩典是无限的，因为我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承受神的恩典，好多。这些年来我所遇到的各种的艰

难、试炼、危险，神都把我们带过来，我看到神真是一个赐福施恩的神。神赐的福跟人所想象的福是不一

样的。人所想象的福分多半都是外在的、看得见的、物质的、短暂的。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乃是内在、是

永远的、是叫我们越来越富足的。那个富足不是外在的富足、乃是内在的富足。神赐福给我们那个最大的

福分就是祂与我同在，就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祂借助祂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没有一个福分比这个福分

更大的。 

要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犯罪堕落的罪人，按照神的律法我们都是该死的、该被钉死的，但是神爱

我们，让祂的儿子、就是祂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当我们想到主为我们死的时候，要记得我

们必须要联想到他的复活，要不然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为我们钉死的耶稣，而不知道祂也是为我们复活的

耶稣，而且祂为我们的复活比为我们钉死还要重要、意义还要大。如果祂只是为我们钉死了而未为我们复

活的话，我们还是跟祂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所有跟祂发生的关系都在乎祂的复活。祂今天能够与我同在，

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能力、智慧、爱心、圣洁，我们所需要的这

一切都是因为祂复活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信耶稣要信得完全、要信得对。只是很可惜在很多的传统的

教会里面只是信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教导、或者说人的教导，正如耶稣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把人的教训

当作是神的道理。”所以好多基督徒受了亏损，真的是有的人一辈子这样子吃了亏。信了！冤枉了就是没

有得到那位万福之源的主、在祂的里面享受祂的福分。 

另外讲到所谓八福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好有福气、多么有福气。你如果常常感觉到你是一个有福的

人，那你就已经活在这个所谓的八福的里面、或者说你是有了这八种的光景。不一定你全备都有，但是你



 

 

只要有其中的一点你就可以蒙福。比如头一个主说的那个光景就是那个虚心的人，我已经说过了原来的意

思就是灵里贫穷的，灵里贫穷就是有需要的。我也说过那个贫穷跟路加福音 16章所说的那个讨饭的乞丐意

思是一样，原来意思就是一直要。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贫穷人呢？那就是看你是不是常常觉得你缺

少爱心、缺少忍耐、缺少全备，如果你常常觉得你缺少这个、缺少那个，那你就是那个灵里贫穷的人啊，

你这种感觉就已经证明你蒙恩了，神已经祝福你了。 

下面接着的就是天国的这个富足、天国所有的一切的你就可以开始来得着、来享受了。你只要有这八

种光景其中有一种，我特别提到那个最后一种，第八种就是当你真是被人误会的时候，因为你信主、因为

爱主、因为你要追求内在生活而被人来误会、诽谤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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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稣说：“你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知道这个天国的原则、祂的价值

观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是相反的。在天国里，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失去就是得着，要知道我们的减

少就是加多、我们的低下就是升高。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祂的价值观是属天的价值观。我们在地上受一点

的苦难、受一点的委屈，在天上的赏赐就是很大的，这个观念也是需要我们不断地来调整的，所以我们讲

过了八福，那八种蒙福的光景，不要把它当作是八个福分，是无穷的福分在耶稣基督里面。 

今天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的，也许是这个三周可能我还没有讲过的，但是一直在我

的里面，那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八福，或者这八种蒙福的光景那里有一个基本的属灵原则，我们需要知道的

那就是神对待我们乃是根据我们的心态、我们在祂面前的那个光景。如果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看到我们

的需要祂就会白白地施恩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就是单纯的清心祷告主、清心爱主、

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和贪求的，如果我们是这样单纯地要祂，你要记得神就是那么简简单单将祂自己启示

在我们里面，衪就打开了我们那个灵里面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使我们能够看见别人

或者是别的基督徒所不看见的神的作为、神的同在。神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态度，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

的人、一个柔和的人，那他就是给。承受地土就是你一直得着，你可以一直地得、无穷地得。就好像我信

主几十年来，我自从这样学习谦卑的功课，我看到谦卑这个真理的宝贵价值，我就不敢再骄傲，我就一直

从神那里所领受、承受地土，直到现在我还要领受。你看我讲这个三堂的课，你们如果都参加的话，你们

就知道我没有一堂是一样的，因为我每讲之前，我再去读圣经、再去看的时候又有新的领受。不断地承受

地土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断地从神那里有所领受、有所得着，这个谦卑多么地宝贵。但是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神不但阻挡、甚至骄傲人的家祂一定会拆毁的，甚至祂说高大的楼房神要把它拆毁到像

平地一样的。神对付一个骄傲的人，祂是用祂特别的方法。 



 

 

所以我讲到这八种蒙恩的光景、蒙福的光景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个基本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

对待我们乃是根据我们的态度、根据我们的需要。虽然神的恩典是白白地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要，

神还是不会给我们，祂是根据我们的心态，根据我们的态度。我讲到这里的话，我就要必须给你们读诗篇

18 篇。大卫可以说他的经历最多，他对神的认识也可以说在旧约里头是少数几个比较特别深的人。我要跟

你们主要是读 3节经文：诗篇 18篇 25、26、27节。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基本的原则 ：神是根据我们的态

度来对待我们的。这三节经文里头他讲到有六种人：六种什么样的态度、神怎样对待他们。第 25 节祂说：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这个就符合马太 5 章那里所说的“怜恤人的必蒙怜恤，”是可以说一样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原文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信实的人或者忠心的人。faithful 这个在英文里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Merciful；还有一个是 faithful，是信实、忠心。信实的人祢以信实待他，换一句话说向着神忠诚的、信实的，

神就以祂的信实来对待他。这节经文提醒我 50年前神第一次在呼召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在香港，我有

一个很好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只有 4个孩子，后来神又给了我们 3个孩子，有 7个孩子 。当时神这样呼

召我的时候，是在半夜里头大概二、三点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我跟神在对话。好像是半醒半睡，我知道神

在呼召我：“你要出来，我要你全时间来服侍我，全时间来传讲我的道。”那时候我的回应就是我想到我

有一个家、我有 4个孩子，一家六口生活的问题我当然不能不考虑，所以我就回答神说，当时我是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主你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是两个两个，你吩咐他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拐杖，连衣服都不要

多带一件，说你们到哪里的话就有人会接待、会有人供应给你们。”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哦，主啊，我没有

这样的信心，我对我的家、孩子，我觉得我还有一个责任，我必须要工作来养活他们。＂我这样说也是很

合理，是不是？可是我记得神给我的回话很简单。你知道神跟我们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很简单。祂

说：“如果你向着我忠心，我就向着你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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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的对话是用英文进行的。英文是这么说的，祂说：“If you are faithful to me, I will be faithful to you.”我

就记得神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后来大概说了什么我就不记得了，反正好像神就给我这么一个保证，祂唯

一要求的就是我要向祂忠心。所以我回想这几十年来，50多年来我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就是忠心传讲祂的话。

不妥协、不打折扣、不管人喜欢不喜欢听。因为神后来把我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在乎教会人多人少、就是

只要神喜悦、向着神忠心就好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做见证说：“神真的是对那些忠心、向祂

忠心的人，祂就是显出祂的信实来。”慈爱也是这样。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神就会更多显出祂的爱来；

当我们怜恤别人的时候，神就会怜悯我们；当我们有软弱与失败、有错误，神就是怜悯，神就是不看了。

大卫他的经历，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祂说：“得赦免其罪、得赦免其过的人有福了。”祂说：“神啊！



 

 

叫我们的罪，东离我们有多远，那神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有多远。”你看，神的慈爱就是这样的一个丰

富。慈爱的人祂就以慈爱对他；完全的人祢以完全对待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完全的。我们要求别

人完全的，主就会要求我们完全；我们对别人严格要求，主就会对我们严格要求；我们有给别人的，主就

给我们；我们有原谅别人的，主也就原谅我们。主耶稣的教导，特别在饶恕这件事上，祂说如果你们不饶

恕别人，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你们饶恕人，你们的天父就会饶恕你们。所以神对待我们往往是跟我

们的态度、还有对别人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这里说到“清洁的人你就以清洁待他。”清洁的人就是 pure、纯洁。如果我们是一个心灵清洁、我们

这个为人清洁，神就会让我们看到祂是多么纯洁、祂是多么的纯净。在旧约或在新约圣经里当神显现的时

候祂就像碧玉、明亮如水晶，就是祂没有一点参杂、祂就是那么纯洁。而且讲到神的话“耶和华的话是炼净

七次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清洁的人、纯净的人，神就把祂的那个纯净就不断的就做在我们的里面，祂让我

们看到祂是多么的纯净。 

下面就说“乖僻的人，祢以弯曲待他。”哦，你看神对待人他真是什么样的人祂就什么样的对待祂。

如果是乖癖，乖僻。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祂的心。你要知道尤其是我们是神所爱的人，因为圣

经说：“凡神所爱的，祂必管教，”祂的儿女，祂必管教。如果祂不管教，那他就不是儿女，乃是私生子

了。所以我们这些爱主的人不能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是轻慢不得的，我再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

们也要记住。 

那第 27节就是，祂说“困苦的百姓，祢必拯救，”这个困苦呢，在英文圣经翻译里面我看的两个翻译的

版本都是翻译作谦卑的人，Humble。谦卑的人你必拯救他、你必帮助他、祢必施恩给他。我常常就想到谦

卑实在是一个蒙福、一个基本的秘诀。要得到神的恩惠、得到神的祝福，那个基本的秘诀也可以说是唯一

的一个秘诀就是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要对神有一个敬畏他的心。 

现在就下面就讲到骄傲了。“高傲的眼目，祢必使他降卑，” 高傲的眼目，祢必使他降卑。那八种蒙福

的光景，就是主耶稣不但是教训我们，也就是告诉我们“只有祂来了，祂做我们的生命，祂就带着祂的那

个谦卑、倒空、纯洁、怜悯，祂就带着祂那种象神的那种的饥渴慕义，”祂实在是教导门徒祷告要求“神

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祂教导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祂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祂来了我们才能够饥渴慕义。那我们也可以为自己求，好像我们对主没有什么

渴慕的心，我们可以说：“主，求祢把那个饥渴慕义的心赏赐给我。”我们求，耶稣说“就必得着，寻找

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五章我也讲了，第三周另外讲到那个做盐和做光，这也可以说天国子民另外的两种特征。前面也可



 

 

以说是天国子民他们的内容、他们内在的那些蒙恩的条件或者蒙恩的光景。那么这个盐和光，那跟主耶稣

来住在我们里面，那是更贴切的。这个盐特别是指它的性质。主耶稣基督祂的那个性情，譬如祂是圣洁的、

祂就是爱、祂就是谦卑柔和、祂就是世人的救主、祂来是拯救世人的、祂来是影响所有相信祂的人、所有

跟祂接触的人生命都改变、没有一个遇见主的人而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我们的网校这两三年来好多的学

员写来的心得报告：当他们这样与圣经连结、与圣灵连结、与主连结了，再透过这个安静等候神的学习和

操练，他们都改变了。没有一个人碰到耶稣而不改变的。所以这个盐它主要的功用就是调味、防腐、保持

新鲜，这些都包括在这个盐的性质、盐的这个内容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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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盐是怎么能够叫它——如果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那个盐，当然我们一般

用的那个盐不会失味的。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时代犹太人用的盐都是从死海里头取来的，那个盐杂质

很多，那个会失味的。但是一般海里面这样的盐它不应该失味，如果失了味当然没有用了。所以主耶稣在

马可福音第 9 章讲到说“盐是好东西。”盐对我们人类是好东西，我们不能缺少盐。我们身体里面也需要

有盐分、我们喝的水也需要有盐分。盐的调味的意思就是——它属灵的意思就是耶稣来了，当我们接受祂

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立刻就感觉到我们的人生有意义了、我们可以过得快乐平安了、可以满足了、能够享

受到有味道了。好像你吃东西如果你不加点盐就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你加了盐进去那就好吃。而

且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比如脱水啊、甚至于住医院，一进去第一件事医院给你打盐水，因为人缺少盐分

就不行。 

盐还有一种就是消毒的意思、是杀菌的。主耶稣祂的宝血来说就是除灭罪，神的羔羊来到地上是除灭

世人的罪孽。所有的罪都是因为撒旦的那个毒素、那个犯罪的毒素种在人的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来才能够

消除那个罪恶的毒素、那个罪性、那个肉体的败坏。只有耶稣来做我们的盐，我们才能够被改变。当我们

自己被改变了、里面的耶稣越来越多了，我们很自然的也变成盐了。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盐了。我们就

能够影响别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就会影响别人。那个真的是盐的基督徒，他无论到哪里

别人能够看得出来，别人就会很羡慕他身上的那些耶稣基督的那些美德——人的诚恳、人的谦和、人的圣

洁、人的公义。当我们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虽然他不一定马上都相信，可是他心里面

很佩服“哎呀！你们基督徒真是……”但是那个没有盐或者说不是盐的基督徒就活不出那个盐的性质来，

对于那些败坏、堕落、罪恶就不能够有什么影响。 

你看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是多么的重要。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他们一旦进入这个内在生活，他们都

觉得 “哎呀！那么重要！”基督徒不能没有内在生活、基督徒不能没有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并且从他的身上能



 

 

够活出来。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世界上的盐”、不是我们“做盐”。我过去听说我们基督徒啊，我

们在要在世上做盐、做光，我们“做不来”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盐，怎么做出来？没有耶稣

我们就没有光。 

那么光？当然很清楚主耶稣祂说：“我就是世界上的光。到这里来，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并且

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跟随主不但会蒙祂的关照、主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会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平常所看不到的。真正蒙福的人是他看到他自己的不对。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

们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都是罪人、都败坏了。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什么时候能够看

得见呢？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进到我们里面、借着祂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祂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

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这恩膏会在凡事上、会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教训我们，来光照我们。

主耶稣讲到那个圣灵保惠师要来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圣灵来祂会叫人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那就

是圣灵来会把人带到祂的光中看到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看到这些然后就自己责备自己、不

需要别人来责备。如果再需要别人来责备那就是他自己没有在光中、他需要别人用神的话来告诉他。如果

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就会接受别人的改正；如果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接受，他反而觉得他对，你说的不

对。你知道在黑暗里面的人都是这样、都自以为对、总是觉得别人不对就是他自己对，这就是活在黑暗里

面。 

所以怎样活在光中呢？就是看到他自己的问题。我有时候说当我们被神带到光中看到我们自己那个过

错、那个不对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表示我们是活在光中、这表示我们是活在神面前、是神在向我

们说话、神在带领教训我们。我们是蒙恩蒙福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在世上就是要做光。当

主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这里耶稣比喻作好像一座城，它被建造在山上的话它不能够隐

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实在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

这个藏不了的、人都会看见、人都会知道的。那耶稣用另外一个比喻，用那个点灯的比喻。15节祂说：“人

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知道有好多基督徒因为他一个人信了主他全家也

就渐渐地都信了主，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啊就信了主。因为它这个光藏不起来的，你没有办法把它这样遮

盖，用一个升斗把它遮盖，也没有人这样做，是不是？所以就是很自然。16节就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

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一直地强调就是说“信耶稣重生得救”，我怎么知道他重生得救？他是变了，他连讲话都变了、他

的行事为人也变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没有改变，你对他的重生得救要打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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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尤其是被圣灵充满了而明白了这个真理——就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了。说得再

清楚一点就是我们这些来追求内在生活的人要记得我们如果没有活出、没有让基督活出、彰显在我们身上

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有问题、我们的信仰还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内在生活它不只是一个道理、也不是一个

题目；好像基督教里有很多的专题，不是！它是一个生活——乃是叫耶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别人

看到了才把荣耀归给神。 

但愿主帮助我们所有上我们网校的同学们。但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是盐是光、

都能影响别人、都能够让别人看到这位复活的主真的复活了，而且活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把荣耀归给

神。愿主这样的施恩给我们。 

下面我就剩下一点时间，我说是说半小时，常常就过了十分钟，那下面我就留给他们三位的牧者。他

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他们个人的经历——怎么样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课题。那下面的时间，郭牧师或者赖牧师，好像凤莲牧师今天也在，是吧？你们就照着圣灵的感动服

侍弟兄和姐妹们。你们三位牧师都在吗？盛秋？ 

盛秋：“凤莲牧师今天有在。”  

周牧师：“把他们的麦克打开。”  

凤莲牧师：“好，我打开了。”  

我们今天学习耶稣其实就是我们的一切。如果要活出好像耶稣这样的生命，我个人的领受、我自己的

经历、加上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这种操练，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进入真正的操练、必须要进入与神连结的

操练、尝尝操练安静等候神、常常住在祂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虚心、我们要谦卑，就是当我们听到那八种的态度，我们也知道我们是盐是光，但

是能够成为盐、能够成为光是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使到主更多呢？就是那

个内在生活的操练。每一天我们就是要进入等候操练、一直的与主连结。我讲到这个连结是讲到我们的心

一直的跟主亲近。 

今天讲到主：我们以怎么样的态度，主就怎样的对待我们。主的话是如此的真实，因为主说“你们亲

近我，我必亲近你们。”然后他说“有了我的命令的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所以当我们来跟从祂的

时候，我们就是爱祂。但是这个爱呢也是要操练的。就是透过这个等候神我们可以一直的住在祂的里面，



 

 

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多的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进入真实的连结、真实的操

练。就是这个操练才是真正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然后这个枝子一直在默默地吸取葡萄树的生命、葡萄

树的养分，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就会开花、结果，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的改变，主的生命就会一点一滴，一

点一滴地做在我们的里面，渐渐的我们就会发觉到我们里面的耶稣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进

入、我们来安静，就是说把我们的心归向祂，让我们的心跟主连结。所以当我们的心一跟主连上，我们就

是主啊。也为自己来祷告，来安静的时候在里面跟主讲话、跟主连结。说“主啊，我需要你，需要更多的

你，我需要更深的连接，我要越来越像你。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一切。” 

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来安静，让我们来进入这个灵里的操练。我们花几分钟回到里面，让我们里面

跟主说话，以回应刚才我们所学习的就是八种的光景，叫我们渐渐的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别人的祝福。 

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住在你的里面支取你

的生命。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主啊你就做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为这八种的心态；主啊，更多的谦卑、

更清心，帮助我们有更多你的生命。 

只有你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怜恤人；只有你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温柔，谦卑，虚心；也只有你的生命，

我们才有那个忍耐，能够为你而承受所有的逼迫。主啊，我们求你不断的把你的生命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

面。唯有亲近你、唯有等候你、唯有一直的要你。 

主啊，要帮助我们饥渴慕义，因为你说“当我们饥渴慕义，我们必得饱足。”主啊，我们以这样的态

度、以这样的渴慕、以这样的心态来亲近你，主你必以你完全的爱来对待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

你让我们学习；主啊，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尊守你、我们跟从你，你就爱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更

蒙福的就是你说“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必亲近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主啊，我们为着

我们自己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要 “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可是没有你，我们怎能成为盐、成为光

呢？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更多的结果子，叫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

可以影响人。主啊，你是我们里面的光，让你的光成为我们的光。当我们是你光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

照亮他人。 

哦，亲爱的耶稣啊，我们要像你那样。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单单的

要你、单单的仰望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这样的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感谢祷告乃是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 



 

 

郭牧师： 

刚才凤莲牧师很强调的就是说“要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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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周牧师跟我们分享的很多，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真的得到、真的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真的就

是要操练。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刚才就是在听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个意念就想到说:谦卑的人就是那

些虚心的人，虚心的人就是那些常常觉得贫穷的人。因为看到自己的贫穷，所以就来神面前要，因为觉着

自己贫穷，贫穷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没有人喜欢自己贫穷，总是喜欢自己丰富的，所以能够看到自己贫

穷，就必定是赶快来到我们丰盛的神面前来祈求，那这些人就是有操练的人。 

什么是骄傲的呢？骄傲的我想就是那些不觉得自己贫穷，觉得我挺好的，所以也不需要来神面前来求、

来拼命的要、来求，来花时间与主连接的人。那这些人他就得不到，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上网校了，有

来听了，那当然这是很好了，就已经是比别的人觉得自己有需要，但是若是我们来上网校听课，就像牧师

刚才讲的说，以为是一种另一个理论，好像别的地方听不到的，我来听这个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但是，

我们听完不去操练，不花时间来神面前，不跟祂要，那就等于那些叫礼拜天的基督徒还是一样的。所以刚

才风莲牧师一句话就是说“是要来操练，”是要真的来与主连结，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求祢光照我”。

若是没有饥渴慕义的心，我们也向神求说：“求祢给我饥渴慕义的心”。能够发现自己不够饥渴，来向神

求，这也就已经就是虚心的表现了，就是看到自己的贫穷了。那么这种人来到神面前求，也就必定得到。

我们若是光向神求说：“给我饥渴慕义的心，给我饥渴慕义的心，”为什么看到那些人那么饥渴就得到那

么多？为什么我好像自己觉得无所谓，觉得没有什么好求的。那就可能就是先要向神求一个虚心跟饥渴慕

义的心。当我们真心实意向神求，我想我们就一定会得到，因为神的应许就是“祈求的就会得着，寻找的

就会寻见。”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好像就是不饥渴、不想要，我心里好着急，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才会着急

起来。 

刚才我看到，刚才牧师讲的诗篇 18篇 25到 27节那里，里边有一个说：“骄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

我就想说也许一个骄傲的人不懂得来向神要、不懂得来向神求的人，可能神有一天就要使他降卑。当他遇

见一些事，真的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发现里边很贫穷，自己连平安也没有，真的是需要

来向神求。这个时候呢可能真的要学一些功课了，要遇到一些自己不想遇到的情况了，但是这仍然是神的

爱，为的使他谦卑下来，为的使他能够虚心。我想这个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也是神的作为。所以

我们若是自己先向神求，向神求说：“祢给我虚心，祢给我有饥渴慕义的心，”自己先向神求，求圣灵常常来



 

 

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就会像刚才牧师讲的不需要

别人来责备我们，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不要经过更大的打击或者是神硬要把我们从高处拉下来使我们降卑。

那种情况不是很好受的。一个常常在高处的人被神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拉下来，会是一种很不容易的经历。

所以我们还是自己先向神来求。但是这个求，我们刚才风莲牧师只是带我们学一下说需要自己这样来安静，

这样来跟神连结，这样来向神求。但是其实我们越被光照被看到，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每天自己要花很多

时间在神面前要、在神面前来求。我们很多人学习安静等候神就是会发现说不容易，安静安静没几分钟就

会跑掉。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就说我们要求一个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求求求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就真的是在神面前要跟神求说：“祢让我懂得怎么求，祢让我懂得怎么安静，祢让我懂得怎么等候。”

每一样我们自己都做不到，都需要来向神求，但是慢慢慢慢的，真的，当我们知道自己贫穷，自己连安静

都安静不下来，自己连求都不知道怎么求，自己连等候都常常不知道等几分钟就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是

发现自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每一样不行就来向神求，越向祂求呢，祂就一样一样会给我们。先给

我们慢慢的安静下来，先给我们真的会饥渴了，有属灵的胃口了，能够来向祂要了。慢慢圣灵就说“哦，

你要我光照吗，我就来光照你”，圣灵就一样一样光照，光照出我们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那我们就

有福了，就开始进入这个能够来得天国，得一样一样的福分的这条路了。 

真的我们越等候，就会越看到神的恩典。我也是这几年越来越花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越来越看到我

每一次花的时间都没有白花。真的神的恩典就是像祂所答应的那样。我就越来越多得，越来越多得。现在

读圣经，每天都有新的得着，都有新的看见。很多时候真的会吓一跳说“哎，我怎么以前没有看到这个？”

真的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可以随便过的，真的是原本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像我上一个礼拜好像有跟大家

分享到说“没有安息的人，其实是在神的发怒起誓不得进入安息的，那些人还没有安息。”所以我就发现说，

没有安息其实是很可怕的，没有平安是很可怕的。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在神的平安里边，那其实也就是要常

常要来到他的面前。我想时间到了，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自己继续在神面前向神要。 

风莲牧师，你结束祷告吧。 

凤莲牧师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时光。主啊，让我们能够与祢的话

连结、也与祢自己来连结。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是

不够的、一直的要、一直更多的要祢、更多的要到祢面前来。主啊，帮助所有网校的同学们，主啊都能够

看见自己要去追求、自己要去起早、自己要去要。主啊，祢说“我们要，祢就必给我们”。因为祢是那么信实

的神，因为祢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所有的一切献上感恩。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