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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欢迎每一位网校的同学！今天是我们 2018 年秋季班开学的第一天。

你们还在陆陆续续地上线。 

感谢主！你们要预备心。我们上课，就像以前我所说过的，就是我们来虽然

是听课，可是我们是来到主面前，我们是来亲近主。要记得，这不是普通的上课。

我们网校强调的，或者说我们的口号就是：‘要与圣经连接、与主联结、也就是

与圣灵连接。’因为主就是那灵，神就是灵，就是圣灵。我们与主连接的时候，

也就是与圣灵连接；与圣灵连接，也就是与在圣经中所说的圣灵连接，所以都有

连带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与主连接。感谢主！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把眼睛闭起来。这时候我知道，忙着上线的人注意力不容易在耶稣身

上，现在要回到里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耶稣就在我们里面，祂离我们不远，

就在我们里面，而且圣经说的更清楚：‘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阿们，

哈里路亚！ 

    今天早上我起来有一首诗歌，先是一句话，主说：“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要记着，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祂已经在

了。今在，就是今天，不仅是今天上课的时候，而是我们在世的年日，天天都可

以与主同在。还有祂是永在的，我们有一天会过去了，但是祂还是在。祂从永远

到永远都是神，所以祂一直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现在聚会的时候更是与我们同在

的。因为耶稣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



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也可以翻作「在你们里面」，主耶稣这时候已经在

我们当中，已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有一首短歌进来： 

《耶稣永不个个改变》 

主你今日直到永远， 

耶稣不改变，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耶稣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 

万事万物都在改变， 

耶稣不改变。 

    那就是说耶稣对我们的爱、她与我们的同在，永远不改变。赞美主，哈利路

亚！这时候，我们还要更多把心转向主，你眼睛可以闭着，要把心转向主。我们

查经的时候当然需要看圣经。 

哈里路亚！一两分钟时间让我们心安静。 

《主啊，我心爱你》 

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 

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 



我们每一次聚会，或者我们个人读经、祷告、灵修的时候，总要记得祂就在我们

当中，总要记得《圣经》所说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时候我们

信得迟钝，信得不够，而且多数的人都是以他的感觉来为准，他感觉到有神同在，

那个神才与他同在。其实那是他的感觉，他没有感觉到，神已经与他同在了。你

怎么知道？因为《圣经》是那么说的，只是我们信得不够快，信得不够准确。赞

美主，你已经在我们当中。 

     我们招生的时候，我们是发的通信，招生的简章，广告里都有提到，今年

秋季班，我们的主题就是《耶稣所讲的内在生活》，因为我们这个网校或者我们

的特会，或者我们所有的书籍，我们所传讲的那个信息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 

      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内在生活，现在我们要来看，主耶稣怎么讲内在生活。

其实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可以说都是在讲到内在生活，都是讲到心里的问题，而

不是外表。主耶稣来一直把人带到里边，从宗教里头带出来，从传统、从遗传里

边带出来，还有从人的教导里头，人不一定是坏，从人的教导里面要带出来，进

到祂的教导里面。祂的教训都是天国的教训，意思是都是属天的，从天上来的，

不是从地上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所用的教材，我提过是以《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为主要的教材

或者说讲义。我无论到哪里，有人问我，周牧师，你的讲义？我没有讲义，我只

有圣经。我的讲义都是以圣经为主。今天照样这个秋季班，我们是要带着圣经来

上课，如果你有笔记簿也很好。简单记也很好；但是如果你不记，你用心来听，

也许得着会更多一点。还有我讲的东西，如果你能够听第二遍，甚至第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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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得着的就更多一些。 如果你能够听一遍，然后再听一

遍，你得着就会更多一些。 

     虽然我的讲义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但是我还要提的就是：我

们对于《圣经》的态度：就是要尽量的要把圣经的前后所讲的连接起来，因为如

果你没有读前面、也没有后面——前后就是开头结尾；中间，它是一个故事的一

个发展。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是从《圣经》这里指哪一句话、一节经文，其他的地

方我们就不顾了，这样我们很容易走偏、偏激、偏差，只是落在真理的某一部分

的里面，而忽略了真理的全面性。你要知道《圣经》的真理，它是全面的或者说

是多方面的，不是抓住它一点点，然后说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其实这是圣经

所说的 1%，你还有 99%呢？因此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简单的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主题，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其实耶稣的教训不是单单只在这三章圣经里面。祂所有的教训都是把人带到

里面——灵里面，或者带到属天的境界里面。 

        为什么我选《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呢？ 

       第一，它只有三章《圣经》。因为我们要在两个月的里面，要把这些经文

要查完的话，那就是只能够选其中的一部分。 



     第二，这三章的《圣经》，乃是主耶稣在地上，祂所有的教训当中的那个

精华，精华。也可以说，就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还有呢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

是跟我们切实有关系的。 

     再一点，我要提的就是：我感觉到先要跟你们先来看一看这三章《圣经》

里面讲了些什么？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序一样，有一个总的、预先的一个说明介

绍。可是我觉得还是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要开始，然后我就来比较详细一点

的来介绍五、六、七这三章的内容。 

       那我还再提一提就是：《圣经》要记得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

旧约是预表的、是启示性的、是预言的、是隐藏的。新约乃是旧约所预言、所预

表的这一位弥赛亚，旧约叫弥赛亚，新约叫作基督。弥赛亚和基督，祂的意思就

是受膏者，就是神的受膏者，是神要差来的世人的救主。世人所需要的一切就是

在这一位弥赛亚或者是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记住《圣

经》就是讲到耶稣。你不能离开耶稣，虽然有许多跟耶稣有关系的人、事、物，

那些不是《圣经》的中心，《圣经》的中心、《圣经》的唯一的主题就是讲到耶

稣基督。新约当然更是清楚的就是讲到已经来了，旧约所预表、所预言的这一位

已经来了。 

     我们来读特别是新约《圣经》。当我们读的时候要记得：虽然是记载耶稣两

千年的那个事情，但是你要记住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然后祂升天了，升天以后

祂不是就离开我们了，祂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祂所讲过的圣灵（就是保惠师），

然后就在五旬节那天将圣灵浇灌下来，充满那一百二十个门徒。他们是先相信、

先跟随主、先领受了主的教训。那天一百二十个门徒，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个



时候他们就为耶稣作见证说：‘这位耶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已经叫祂复

活了。祂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祂活在我们的里面。’ 

     使徒保罗他是讲的比较最清楚，可以说他传的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基督。他

所遭遇到的逼迫、公会、君王跟前的审问，都是为着基督复活作见证的。在《使

徒行传》里面就有讲到：‘有一个人叫耶稣，别人都说祂死了，只有保罗说祂是

活着的。他就是为这件事情作见证。’保罗，他传讲耶稣复活了，要记着：乃是

活在他里面的基督，不但是耶稣复活了，并且活在他的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就是当时的希腊的文化最（盛行）的时候，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是讲哲学。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他不是单单

讲基督钉十字架，他乃是讲到基督钉十字架，是连带着复活的，因为主耶稣被钉，

祂死了，第三天就复活了，没有超过三天，祂就复活，升天，然后赐下圣灵。借

着祂的灵，祂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或者是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他传讲耶稣

复活了，他是说祂活在我里面。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 20节那里说：“现在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不但是传讲基督已经复活了，乃

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记得（这点）。今年这个秋季班网

校报名的新生大概有 200 位，上半年我们有 2000 多报名上过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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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始的秋季班，还有好多你没有听过我们所讲的，现在我就是要告诉你：

我们信的福音，你信的福音，你信的耶稣，要记得，是活的耶稣，不是就是钉死

在十字架上了，祂是复活的耶稣，而且祂就活在你里面！你一定要这样信，你才

信得对，你才信得有能力，才能够信得快乐，你这样信就会常常得胜，你人做不



到的，你如果信基督活在你里面，并且从你的里面活出来，祂就能够做到，不是

我们能够做到，是祂能够做到。 

所以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你要记得还有前面的《马

太福音》，你要记得讲的就是耶稣。当我们来专门查考《马太福音》五、六、七

这三章的圣经，一般传统的说法就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主耶稣在山上的那个

教训；在西方传统上称之为：“The sermon on the mountain--在山上的讲道”，主

耶稣在山上的讲道。但是我们来读的时候不要单单注意这个道，就是耶稣的教训，

你要注意耶稣这个人！ 

因为《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是从耶稣的家谱，第一章是讲祂的家谱还有祂

的降生； 

第二章就讲到耶稣降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影响全耶路撒冷，影响当时的希

律王，他都紧张了，他都害怕了 ，所以第二章他就想办法要把耶稣杀掉，就是

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但是他的计谋没有成功，神保守，耶稣就逃

到埃及，然后等到希律王死了，他们就又回到以色列，最后就定居在拿撒勒，耶

稣的家乡。耶稣降生是在伯利恒，但是他长大的地方乃是拿撒勒，这是第二章； 

然后第三章就讲到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无论是施洗约翰也好，或者是主耶

稣，还有祂所打发的门徒出去传福音，他们的福音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天

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他们传的福音总结的一

句话。可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常常我们接受的是另外的一句话、另外一个观

念，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你看我们这个观念，跟《圣经》、还有当初

他们所传的福音，你看差多远？‘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般基督徒说：“信耶

稣，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不会下地狱！”你看这个差别，改了多少？



天国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可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所信的耶稣，祂是从

天上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 

第三章，为什么就转到施洗约翰呢？就是讲到施洗约翰他在旷野传道呢？他

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他是在旷野长大的，

他是神差派来的。为什么讲到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

头，施洗约翰的来，就是告诉人说：“耶稣来了！”但是施洗约翰他不是耶稣，可是

他的来临就要告诉人说：“耶稣要来了！”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的开始。

或者说《马可福音》，你看那个《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当中写得最简洁的，

《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了，

乃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而且施洗约翰来为耶稣作见证，他不单是讲“天国近

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就是告诉你，在我以后要来的，他是先锋，接着他要来的

那一位能力更大，这一位祂就是神的羔羊，祂就是神的儿子，而且祂来了要做我

所不能做的，我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祂来了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 11、12节里，就是施洗约翰讲到耶稣要来，虽然

《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头是讲到施洗约翰，可是要记得施洗约翰是跟耶稣连在一

起的，施洗约翰一来，马上就把人带到耶稣跟前，就为耶稣作见证。而且他会告

诉人耶稣来要作什么？祂来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施洗约翰用水给我们施

洗，为的是叫我们悔改、罪得赦免，而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乃是要改变

我们的生命，乃是祂要把祂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属天的、永远的生

命（中文《圣经》翻译为永生），永生我们不要领会说我们永生不死了，不！这

是讲到一个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那就是耶稣基督来祂要带给我们的，祂来要

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浸，简单的来说，祂来是要来把祂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祂



继续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做工，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越来越少，而祂要赐给我们这

个新的生命越来越多，这就是包含在祂要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意义里面。 

这个‘圣灵与火的洗’是去年 2017 年在纽约营地的特会的主题，就是‘圣灵与

火的洗‘。那当然，今年秋季班我们的主题是换了，我们的主题是：‘耶稣所讲的内

在生活。’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三章里头是讲到耶稣祂自己怎么样受洗，然后受

圣灵的洗，那是父神亲自给耶稣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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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水的洗是约翰给耶稣施洗，祂从水里以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祂身上，

那是天父膏祂，分别祂为圣。具体地证明祂就是《旧约》所预言、所预表的那一

位弥赛亚，就是受膏者。 

       第四章就是耶稣出来传道以前，他受魔鬼的试探。在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

试探，然后就得胜了。换句话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祂得胜了！祂胜过罪恶、

胜过世界、祂也胜过魔鬼，最后祂从死里复活了，这就说明：祂胜过了死亡！所

以在五旬节那天，门徒被圣灵充满为祂作见证特别强调说：“祂不能被死所拘禁。”

就是说，祂不会停留在死亡的里面，因为祂就是生命。死亡地狱都掌握在祂的手

中。所以第四章告诉我们这位是得胜者，祂还在肉身祂就是得胜的主。 

第四章下一段就是祂召门徒了，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等。这些门徒

就是撇下所有的跟随祂。这是说明什么呢？这是说明这些人，他们认识了这位在

肉身的拿撒勒耶稣，就是《旧约》所说弥赛亚。他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祂。 

而且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位得胜的主，刚刚在旷野四十昼夜受魔鬼的试探，祂

得胜了！他们跟随的这位是得胜的主！ 你我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耶稣，祂



是死而复活且是胜过一切的救主。我们对主的认识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为

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我们对圣经真理的领受，不能只抓住一节两节或者一小部分。

我们必须要了解全部的真理。你要是了解全部的真理，那就知道这位耶稣，就是

当初使徒们所传讲的：‘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

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就知道这位救主。 

         等到我们来看第五章的时候，你要把第五章耶稣所讲的教训，与前面的四

章的内容，要把它连接起来，那你就知道这位耶稣祂讲的就是祂的生命，就是祂

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那一位。还有我们再读第七章以后的经文，就读到耶稣从

死里复活了，祂升天了，然后祂赐下圣灵来。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的更

清楚。 

        所以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比如说第五章一开始“耶

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祂跟前来。祂就开口教训他们，”

当 我们读到这里 “耶稣看见许多人，”这位耶稣 ，要记得今天就在圣灵里面，今

天就在你里面。那你来读的时候，这位耶稣不是在二千年以前的，今天的耶稣是

在你里面，今天耶稣就在我们跟前。你读经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你

会常常靠近主，你会觉得主与你很近，你也会常常能够听到主的声音。 

        你们有《圣经》的话，现在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今天的读经，我们

对读经的心态要有一点调整。我们读经不是为了吸收知识，要想多知道一些《圣

经》的知识。我们读经的目的乃是亲近主；乃是要与主联结。那位二千年前的耶

稣是记载在《圣经》里。可是，今天的耶稣是在信祂的人里面，尤其是被圣灵充

满的人。我们今天在这里有很多新生。很可能有很多人，你还没有领受这样的教

导：就是耶稣就活在你里面。也可能会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跟圣灵发生关系，对



圣灵还是很陌生，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还不知道什么是‘五旬节’以及

‘五旬节’的意义？可能还有好多人还是不明白。所以当你要来上这课的时候，你

必须明白这些真理。 

我为什么把《马太福音》从头这样的讲，就是说，这《圣经》就是讲到耶稣，

这位的耶稣不再是我们所读的二千年前的，（包括）祂所讲的话、祂说的教训。

可是今天祂复活了！祂在圣灵的里面，祂已经住进了我们这些信祂的人的里面。

很多基督徒你是相信，你信耶稣那一天，耶稣就住在你里面了，这个信是不错的。

但是单单用理性来接收来相信是不够的，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耶稣的灵、

复活的基督祂的灵要进到你的里面。你才能经历祂真的是复活了，并且活在你里

面。 

所以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比如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耶稣

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来到他跟前，”这个时候，你就

会联想到耶稣已经看到了这么多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想到，我

们的网校今年报名的有很多人，我就联想到耶稣就看到这是学员的需要了。所以

祂就上了山。当时祂是上了山，今天祂在圣灵里面，祂可以用这个网络，这个网

络是看不见的‘山’。 而且 “耶稣既已坐下，门徒来到祂跟前，”  我们今天上课的

学员，我们就是来到祂跟前。我们来到祂跟前来祂做什么呢？祂就开口教训我们。

祂的圣灵就感动说话的、教导的，来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圣灵是我们最好

的老师，而且如果我们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一位住在我们里

面的就是恩膏，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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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圣经》里面教导这个恩膏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大事小事，尤其是我们生

活中的一些大事小事，他都会教导我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圣灵就是耶稣

基督，复活基督的灵。 

     保罗特别提到基督的灵必须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

不是属基督的，’你有没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灵活在你里面，

《圣经》说你不是属基督的，不是属基督的和外邦人差不多的，名义上你是基督

徒，实际上你没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你有基督的灵在里

面，你就是已经与主联结，你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这就是证明说 2000 年前的

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今天就活在你的里面，他不再是历史上的耶稣，他乃是复

活、死而复活的、活在你里面、活在我里面这样的耶稣，这是我们所信的。 

     所以你如果信耶稣信到这样的地步的话，你来读经的时候很容易就与主连

上了，你看马太福音第一节，你只要读前面一节马上就与主连上了，而且就开始

教训他们，耶稣就开口教训，耶稣就讲到他里面的光景，讲到他里面那个性情、

内容、他里面的素质。他不是给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都来（做），他知道我们

做不到，神就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才差遣耶稣基督来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好

让我们能够学习，得着他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到一个地步，他的生命以及

他生命的特性都能够在你我的身上活出来，这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总结。 

    第五、六、七章这里一共讲了差不多有 20 个不同的题目，这是我们注意到

的。例如第五章说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呢？就是在神面前。这是第五章头一段。 



     第二个讲到基督徒在地上有了第五章前面的那些特性、和神的关系，因此

他在地上的行事为人，好像盐、好像光一样的，然后讲到律法，人做不到的，但

是耶稣来一点一划他都能够做到。这是说到这一位在山上教训门徒的，他是在网

络上透过科技的进步，他来在教训我们。 

     然后第五章再接下去就论到“论爱仇敌”，这个副标，要记得圣经里面小的的

标题，都是帮助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未必都是准确的，但是大意或者说一部分的

意思他们有标出来，但是那个副标、那个标题不是《圣经》的本文，我们要在读

的时候不要当做《圣经》的本文来读。这是人加上去的，他把那个标题标出来。 

    第五章主是讲到论爱仇敌，实在说来是讲到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尤其我们这

些侍奉神的人，你和弟兄姊妹都过不去、合不来，那你怎么去侍奉主耶稣？ 

     第五章接着又讲到“论奸淫”，实际上就是讲到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 

     再就是“论起誓”，所谓的论起誓就是讲话要实在，不必多说，不需要这样

要起誓。 

     第五章最后的一段说论（爱）仇敌，论爱仇敌就是该怎么样对那些跟你做

对的人、与你为难的人、真的是你的敌人，你该怎么对待他？就讲到耶稣来，他

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做到他所教训的。 

     第六章讲到行善施舍，我们要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我们该怎么做？ 



     还有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祷告的时候该怎么样祷告，还有祷告的内容，还

有讲到祈求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是说让我们要做在神面前，

不要做在人面前。 

     然后第六章接下去讲到‘积攒财宝’，我们在地上都愿意积攒财宝，要置产业，

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些地上的都会过去的，地上的钱都会飞，有一天都会不值钱，

他让我们要追求天上的财富，那就是在他里面的富足。 

     第六章他接着就讲了‘亮光’的问题，我们比较注重外面的光，对不对？外面

的灯光都是人所注意的，但是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光那是里面的光，就是

我们里面的光！谁能做我们里面的光呢？耶稣来他就能做我们里面的光，因为他

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了，他说的这个光不是外在的，是内在

的，有了他我们才能够行在光中。 

    第六章下面一段说不要为生活去愁穿什么，吃什么，要我们相信父神会供应

我们所需用，但是耶稣要我们先要追求的乃是属灵的长进，属灵的富足，那就是

天国。 

     第七章讲到跟人的一些关系，比如批评论断。 

     我们祷告的时候相信所求的凡是合乎神旨意的就会得着。 

     第七章里面讲到有两条道路，我现在是笼统的这样来和大家看一看这三章

圣经的内容，然后我们下一周就比较仔细地来讲两条路，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要记

得，跟随主有两条路，一条是宽大的路，一条是窄的，又窄又小的路，耶稣叫做



窄门，宽大的路，那不是生命的道路，小路才是生命之道，真正走生命道路的人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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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得，所以你们要注重生命的道路，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信耶稣从头到尾都是

一个生命的问题，有没有得着生命，旧的生命有没有渐渐地减少，而基督来做我

们新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地上的生命都是短暂的。 

然后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看出真假呢？比如使徒、先知有真的、有假的，今天

我们可以说，今天所谓的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也有真假，你们要怎么样分辨？

第七章主耶稣讲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怎样去分辨。 

第七章最后讲到的是根基的问题，我们查考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一个根

基。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一切以神的话，以圣经为根基的，以耶稣的教

训为根基的，那么我们所得着的就像盖房子一样的，这个根基不是在沙土上的，

乃是在磐石上。 

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根据神的话，而是听来的、人所讲的。还有我常常听弟

兄姊妹说：‘我们从前所领受的圣灵是这样，我们教会领受的这样，’我告诉你们，

如果是这样领受就很危险，你听到得是不是圣经所说的，你所信的是不是圣经所

说的，还是说是传统的神学，某某牧师、某某所灵的名人所讲的，其实最属灵的

伟人所讲的如果不是圣经来的，我们都要保留，所以，在圣经里有一个教导是：

我们要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我们所信的道是对、还是不对?有很多我们信的是

不对的，我们就要接受改正。 



我们 jim所强调是和圣经连结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圣经》所说的，你都不

要相信，你们就要改。如果是圣经所说的，你以前还没领受的，你现在来领受也

不晚，如果你以前所领受的跟现在《圣经》所看到的不同，你就接受调整，不会

太晚，但是如果你不接受改正，如果不愿意接受《圣经》连结的话，就像耶稣说

你这个房子是建立在沙土上的，经不起考验，风吹雨淋，这个房子就会倒塌，而

且还会倒塌的很厉害，所以我再说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 

你要注意今年秋季班，我们会多注意马太福音 5.6.7章。这三章圣经虽然传

统的说法是登山宝训，其实我这样仔细地去看，就是耶稣讲的内在生活，就是如

何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个马太福音，也就是登山宝训，不是神立了

一个标准，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来做到，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人说：

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不是为着我们的，是为着一班超人的、圣人的。我告

诉你：为着我们的！圣经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为着我们，但是都不是靠我们力

量能做到的，神早就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神就差遣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

也做我们的生命。他是内住的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也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也是我们网校要帮助各地弟兄姊妹们的。 

    我们有时间，同时有弟兄姊妹们，我们定一个原则，我们上课的时间是一个

半小时，头一个小时，我跟弟兄姊妹查经，讲一点圣经的知识，后半个小时就是

我们会有两位牧者，他们就来帮助大家来操练、来进入，就是告诉你们怎么样我

们才能够活在其中，活在圣经所说的这些真理的里面。这两位或者说一共有三位

牧师，每一次总会有两位的牧者来用下面这半个小时候帮助大家，我今天过了五

分钟，他们来帮助弟兄姊妹或是祷告，或是安静等候，或是跟你们分享一点他们

个人的学习心得，还有一些他们的经历， 我相信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所有的学员，



我讲课就停在这里。 

    我介绍这三位的牧者就是赖淑芳牧师，你们大家都很熟，过去这两年你们很

多听过她的课。也许比较陌生一点的是郭护荣牧师，她住在旧金山，她有一个教

会，她也常常去大陆服事神的儿女。两年前主带领他和我们一起来追求、来服事。

第三位是马来西亚林凤莲牧师，林风莲牧师有的人可能知道她，他们三位牧师每

次总会有两位牧师帮助弟兄姊妹，但今天林凤莲牧师有别的聚会，不能来参加，

今天就是郭牧师和赖牧师两位来，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他们，帮助你们继续进入神

的话语里面。 

    好，郭牧师、赖牧师，你们两位来照着圣灵的带领，来帮助弟兄姊妹再进入，

如何进入，哈利路亚，郭牧师，你要先说几句话让弟兄姊妹都知道，因为赖牧师

大家都很熟悉啦。 

    郭牧师的分享：弟兄姐妹好。牧师今天把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给我们做

了一个很简单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介绍。 

1 :00-1 :10 

        今天讲的内容很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抓住一两个重点，所以，我

们现在先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让神帮助你，抓住的是什么？如果每一堂，抓住了

是神要我们抓住的一两个重点，那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先来安静。 

（安静的时间是 2 分 40秒） 

        我先讲我自己今天的领受。周牧师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家谱、

衪的诞生、祂的受洗。洗约翰所传讲的，这位耶稣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还

有父神把圣灵降在祂身上，来证明衪就是那位受膏者。还有保罗所传的信息。这

一切，都在证明耶稣。旧约的时候，神藉先知预言，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要拯救



他们，要拯救他的子民。这个子民，不仅是以色列人，也是所有愿意接受祂的人。

保罗更深的体会到，这位复活的主就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降生，他从天上降临、受死，第三天从

死里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就是要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很多人信耶稣，就像刚才牧师讲的。因为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听到的福音就是，

我信耶稣以后就能够进天堂。但是实际上我们信的耶稣，祂现在就住在我们的里

面，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最大、

最有福的福音。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次读圣

经或祷告，要知道，他在跟我讲话。我们来聚会，现在是主耶稣藉着牧师的口在

跟我说话。他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帮助我来听。而且，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里，讲到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品格。衪说：“我来做你的生命，就可以变成这样

子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福音，极大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不需要一辈子做

一个软弱的基督徒，是可以做到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里面所要求的基督徒。因

为耶稣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他的品格也是这样的。祂就住在我里面做我的生命。

我只要每天来跟衪连接，就可以做到这几章里面对基督徒所要求的，就可以变成

这样的生命。 

        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操练安静等候神的姐妹，在春季参加了听网校的课

程。她信主才六个多月，就来参加我们网校的课程。上个礼拜，她就来讲见证，

说：“哎呀，我听到那个圣灵就在我里面，我高兴的不得了，我好像整个信仰都

活起来了”。她的生命被改变，她的家庭被改变。她说：“我六十年来，第一次感

受到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那位复活的主就在她的里面。这个真理的事实使



她的生命变活了，她整个生命都改变了，她整个家人也都改变了，她现在每天喜

乐的不得了。这就是耶稣来到地上，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只要抓住这一个重

点，我们的生命一切都会改变。 

       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下面就有赖牧师分享。如果在线上的家人，你有感

动的，要分享的，你就举手，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带领。 

       赖牧师的分享： 我每一天读《圣经》之前，我都会祷告说：圣灵带领我，

能够进入你《圣经》的真理，并让我今天能得到你生命的训诲和引导。这样我打

开这本《圣经》来读的时候，祂就渐渐的、越多的跟我讲今天，我最近，我心里

所挂念，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所以我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在清晨等候神，

读《圣经》的时候。祂都透过经文，衪好好的教我，指正我。就像刚才郭牧师所

说的。这位主住在我们里面，因此她所讲的是：我们靠着主在我们里面复活的大

能，我们是可以去活出来的。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来管理我们，也要我们

从我们身上把他自己的性情活出来，因此这本圣经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她每天

在调整我：孩子你什么地方有偏差了，可以修正一点来跟我的话语像对齐，所以

这样我们会很喜欢读圣经，这本圣经一打开来所以这样我们会很喜欢读圣经，这

本圣经一打开来，都是一篇一篇的爱的情书，在教我们，在调整我们。 

    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个基督徒怎样要常常记得基督活在我里面呢?

周牧师有讲到：“这位神，我们其实没有感觉到祂与我们同在，祂依然是与我们

同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不要太注重我们有没有感觉，而要知道在信心

里常提醒主活在我里面，祂与我同活、同住。 

     我要分享的是：我怎样在生活中，非常实际的操练。其实现在，我常常在

心里告诉我：“主，……”特别是当我遇上一些忧虑的事情，沮丧的事情，或者是



听了让你要起鸡皮疙瘩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让你的心受到攻

击，像海浪翻腾等等事情的时候，我就是常常在心里告诉主说:“主，你活在我里

面，你正在帮助我。”而且就像周牧师讲，在第五章第 1节（《马太福音》）:“耶

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主啊，你也看见我里面的苦情，我里面的需要，我里面的重

担，我里面的压力。主，你都看见，但是主，你正在帮助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助

我越过这一切的艰难。” 

     弟兄姐妹，这也是《贴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所教导我们的：“不住的祷告。”

如果没有这一些呢，你心里很平安快乐的时候，就常常告诉祂说:“主，谢谢你在

我里面，谢谢你这么爱我，主，我也爱你。” 

     这样一些在各方面所遇到的挑战，很奇妙的，他很容易就克服了，很容易

就过去了。不管是你的沮丧，你的忧虑，你的重担，主，我交给你，主，我知道

你正在帮助我，主，我相信你一定会带我走过。这样不住的跟主表示信心、信任，

主，你都知道我，主啊，我这几天非常疲倦，昨夜我没有睡好，今天我非常疲乏

困顿，但是主你正在帮助我，你一定会帮助我下午给我睡一个好觉。我告诉你，

我们的神听我们从信心里发出来的祷告，“凡祈求的就得着。” 

每天早晨，我把今天的事情交给主耶稣来管理。特别是当我特别忙碌时，或

者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好像翻腾的大海，波浪汹涌来袭的时候，我们就是更加地

跪来：“主，我把今天的生活交给你管理，求你赐我今日生活的智慧。” 

今天我家里约了人要来帮助我。厨房有很多，要重新帮我调整，重新帮我做

很多设备的工作，我心里也想着：要赶快把我正在整理的手册弄好。那么我就这

样跪下来:“主，求你赐我，帮助我得着我今天生活的智慧。”祂就告诉我：“你今

天就不要做饭好了。”我就尽量的把我的时间集中在我的工作上，可以很有效率



的做好。我非常感谢，靠着主，我每天都可以这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认识他是

得胜的主，我里面再怎么大的惧怕，忧虑，它都会因耶稣与我们同住而四散逃跑。 

     愿这样简单的大道理，我们实在每天去操练—“基督活在我里面。”神祝福

大家每日经历做一个得胜者，我的分享到这里结束。我想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

想请一个在线上的林牧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林牧师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在主的允许、主的祝福下，这个课

程秋季班今天就开学了。看到主你仍然把你的话语充充足足地通过周牧师，虽然

简略的介绍了马太福音 1-7章，但是我相信主你有更多丰富的话语，将继续地通

过周牧师的口，辅助的赖牧师，还有凤莲牧师，还有郭牧师的，她们在灵里面合

一团队的服侍。我相信主你必定会让我们所有的学员带来极大的属灵的祝福。谢

谢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虽然还没有很深入，但是我们已经体会这一个课程，

将会有许多美好的祝福，一堂比一堂的，更多的主的恩典和祝福！谢谢主祝福我

们在坐的每一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灵里面常常被提醒，也能够常常与主

连结，不看在外面的。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