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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班 2019 年 10 月 25 日 内在生活操练 2  林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感谢主。好，我想今天，这一周是秋季班最后的几堂课。上个礼拜我们是从周牧师的书开

始去了解内在生活的操练，我们继续在这个题目的里面来作分享。 

周牧师在一开始《前言》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基督徒不快乐、教会不合一、不和谐、家庭

不和睦这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不是信仰，也不是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

神不认识，也不认识自己。所以，不认识所信的基督是谁，缺少跟主有亲密的生命的关系。 

“这是不认识神，”周牧师从这个观点开始。 

我们知道《箴言》书里有一句话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参箴 9:10）这就是讲的要去认识。“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很清楚，告

诉我们认识神是有过程的。认识神要得智慧，“认识”只是个开始。开始接下来就有很多要去

学习的。我们要得智慧，我们得的智慧不是世俗小学的智慧，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都是生命

的智慧，不是一般我们所谓讲的知识、常识、道理这些方面的知识，乃是生命的知识。生命的

知识，你信主开始学习的，你的智慧不是一信主，你就完全成圣了，信主我们才开始要进入一

个得智慧的、得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一个起跑。 

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六章 1 节也提到说：“所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

全的地步，”这也是讲的是生命到完全的地步。 

我们上一周讲的这生命是要对付的、生命是要改变的。主耶稣与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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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参太 3:2；4:17）“悔改”就是回转，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与神有个正式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悔改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去接受一个训练，接受一个属灵

恩赐的操练，我们就有悔改的心；也不是说我们作一些事情来考验一下，来给人家印证一下：

哦，你是不是悔改；更不是说悔改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刻苦铭心，以致对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勉

强或者是说苦待自己，好像苦待自己就是悔改的心，不是这样子。 

“悔改”就是回转到耶稣基督面前。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

我们聚会、我们来读经、来祷告这些，这些都是是的，都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在外面这

些行为上的，乃是从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愿意改变，愿意被改变的态度，从内心里面有一个愿

意被改变的态度，愿意被改变的心态。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就是起始，就是开始。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

读一年级就跳六年级，就跳到几年级，不是的，一定是按部就班在生命生活的当中去经历神，

然后一步一步慢慢地改变，使我们越来越好。 

《希伯来书》六章 1 节讲到的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的意思与四章讲的“竭

力进入安息”是同样地，这个“竭力”原文的字意是什么？“竭力”就是——持续地、不断

地、努力地、勤快、殷勤地进入。这里说“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进”，不是进进出出的意

思，它是——拿到、得取、领受到的意思。所以，拿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要殷勤去得取，拿取；

“完全的地步”就是生命进深的一个目的、目标。 

这些都是讲的我们要过内在生活的真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追求，我们才能够达到跟神有一

个亲密的关系。 

周牧师的书《基督徒的内在生活》中“内在生活的培养”这一段，一些话我是觉得来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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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享。（当然你有这本书，你就翻开 47 页） 

“培养内在生活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颗爱慕寻求主的心，渴慕主的显现，渴慕真的认

识祂，渴慕在心灵里得看见祂，渴慕更多认识祂。我们当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我们一生

所追求的目标，因为人一生的价值完全在于是否认识神。” 

这个周牧师讲的很清楚，“基督徒不快乐，”周牧师说：“就是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神，

你就不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两处经文就是说，都是一个起始一个开始，跟神的接触就是一个开

始。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我这个经文看了看，看不懂，不明白。”

我想经文看不懂这是很自然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生命进深是需要过程，生命的进深是需

要很多的对付的。 

所以，《以弗所》书说：“所以，要弃绝谎言，”盖恩夫人说：“我们对天然个性、天然性情、

天然的生命、自然的生命要弃绝。” 那弃绝就是除了谎言以外，《歌罗西书》三章 8 节那边讲

到说：“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的污秽。”这是嘴

巴讲出来的。其实嘴巴会讲出来一定是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内心里面已经被这一些污秽的

东西养成，以至于你很容易就会出口，以至于你很容易就会行为出来。 

《诗篇》第一篇就是这么讲：“我们不要跟亵慢人同坐，不要去跟那个恶人站在一起啊。”

（参诗 1:1）这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一些污秽的，不讨神喜悦的，天然性情的恶来养成我们的生

命。所以，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操练学习怎么样把生命中这一些污秽的转换成

好的，转换成属灵的果子。这一些就是要去弃绝。盖恩夫人讲的要否定它，还要钉死。也就是

主说，我们既然称为基督徒，就是祂的门徒，门徒就是要钉死，天天背起十字架，钉死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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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秽肮脏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生命的养成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生命的养成是一步一

步、慢慢的慢慢的养成。 

所以《希伯来书》四章讲说：“要竭力进入这安息。”（参来 4：11）这一个安息不同于旧

的安息，是一个新的安息，这个新的安息就是我们要进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上个礼拜我讲到与神建立亲密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些乖谬的嘴，这个都要弃

绝掉。《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箴 4：24）这些都是

生命，你要与神亲近的话，这些都是拦阻，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亲密了。这就好比我们还没有

犯罪之前，我们的先祖（史祖）他们跟神是一个亲密关系，当罪进入到人类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神说：“必定死。（吃那个果子）”（参创 2:17）死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

关系就破坏掉了。所以，这一些被破坏是因为有这些恶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钉死它、

弃绝它也不是一下就得着的。这里讲到智慧，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与生命的进入更深的。 

感谢主，我们要学习，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就一定要懂得我们要亲近主，让自己的内心、

内在的生命，有一个柔软、愿意改变的、回转的一个生命出来。 

等候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体会到的人就不会觉得等候神每一分钟都是浪费，不是。当你

得到这个等候神的精意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进入跟神

有那一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柔软。一个越柔软的人，就越会改变自己的生命，

越让自己有神同在的成分就越来越多。那也就是我们魂的部分要安静。我们的魂总是像锅上的

那个蚂蚁一样，唉呀，烦躁、绕来绕去、跑来跑去、挤来挤去，在我们内心里面，这样子就是

没有办法能够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我们一定要让魂安静，安静下来，到静止无我，神

的灵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活泼起来，火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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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基督徒快乐的一个捷径。生命改变一点，你就会快乐一点。如

果生命不改变，那你就一直陷入你那个原本的旧造的生命里面，那个是不快乐的生命。你自己

不快乐，别人也不会快乐，因为你是一个爱生气的人，一天到晚骂东骂西。 

有个老弟兄，人家说：“唉，你信主这么多年了，你脾气改了没呀？”他说：“改了，改了。”

“那改得怎么样了？昨天你老婆来跟我说，你把她骂得很惨。”他说：“没有啊，我只是比较重

的说她两句呀。我不像过去了，过去我是会砸东西啊，我甚至还会打人呢。我现在不打人了，

我现在也不会跟老婆吵架，不会砸东西啊，我顶多会重重的说她两句。”那我想，他这个生命

有改变确实，我们也不能说他生命没改变，他以前会打人噢，以前也会砸东西丢东西，锅碗瓢

盆乱丢的，但是他现在是不丢了。但是那个生命的改变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去改变的。 

因为说真的，林师母常跟我讲一句话说，我说话要很小心，因为她一个女人的感觉：“一

个女人的感受就是, 男人稍稍讲比较重一点点的话，纵然不是说很重的话，就是比较严一点，

要求比较严一点，或者说她比较重一点，（女人感觉）是很重的，非常的重。不像你们男人，

是你们觉得只是轻轻说了一下而已，但是我们女人的感受是被你伤害到了。”所以，这个生命

就是有的地方是要很大的改变，有的地方是很微小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要有所改变。 

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过内在生活，甚至我们在等候

神，这个都要跟生活有连接。常常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在侍奉服侍的时候，我们

所表现出来的就有宗教的情操，很圣洁，哇！很那么的这个神圣，非常的好。但是这是在教会

侍奉，或者是在作各种服侍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在服侍的时候，纵然那个牧师刚刚因为同工没

有守时间，这个要预备的也没预备好，才跟他发脾气骂过同工，但是他要上台了，要带祷告领

敬拜的时候，或者是要上来讲道的时候，他可能就把那一份刚刚的愤怒隐藏在心里面的一个角

落，然后呈现给弟兄姐妹看的是：你这个牧师好属灵哦，你这个牧师好会讲道哦，你这个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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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很有爱心哦。但是他的灵的深处里面有个阴暗的、黑暗的部分存在，那就是他刚刚才发

脾气而已，他要进入讲道的时候，就表示出来是好标准的牧师。 

所以，过内在生活不是在聚会的时候过的；不是在特会的时候过的；不是在祷告灵修的时

候过的。内在生活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过的。而且，在日常生活我们总是人，我们活在

这个家庭、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必须跟外界是有所接触的。我们不可能说好像关在

教会里面像修道院一样，不去跟外面的人接触。那你当然没有人际关系，就不会惹怒你，那你

当然就可以心平气和。当有人，日常生活你必须有时候，像我跟林师母每天都刻意去市场走，

也都会刻意去接触市场那些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熟悉的人。他们也越来越知道说：这对夫妻，

就有人说很羡慕我们，我们两个夫妻好像很恩爱，走在一起去市场买菜。我们也跟他们淡淡地、

轻轻地谈道，从他们觉得我们的那一部分去谈，把信仰就谈出来给他们。 

我们在市场里面也是会碰到一些不舒服的事情。上个礼拜，我也讲了一个不舒服的卖瓷器

的老板。有一次有个卖丸子——鱼丸、肉丸之类的，他们卖的时候就会插一颗，或者是将一

颗切成四片，插四分之一颗，他会说：“来吃一下，吃一下，好吃， 你就买。”有一次，我走

到那个地方，我是心里面想买，所以，我就伸手要去拿他那个来试吃，他收手不给我，就拿给

我后面的人，我有点错愕，莫名其妙地错愕，也是有碰到这种人，在市场里面。这就是我们一

定要去接触人，才会学习到功课。他那天这样子弄掉以后，我还好，感谢主、主同在，我心平

气和，我走过去，没有其他心里面的复杂，我就是单纯。但是，过几个礼拜，他又来我们杨梅

市场来卖，我也是想买鱼丸之类的来作汤，但是，我走到他的摊位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我

不会跟你买的，你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水准，怎么可以那样。 

我告诉我们在坐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就是过内在生活很细微你需要调整的。我们会像那

个老伯伯，他不打人、丢东西，那是那么大动作的改变，但他还是嘴巴不够好。我们过内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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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第一次他不给我吃，我还可以，感谢主就过去了；但是过几个礼拜再看到他的时候，我心

里面就觉得不高兴，我不跟他买了，我跟别人买。这个是很自然人的生命，很自然人的生命就

是主要对付的。因为我们认识主，主怎么说呢？主就是包容、原谅，（参林前 13:7）不能动一

点点的淫念或者是恨意。（参太 5：22，28）当我们心里面对那个人，其实讲细微的来说，就

是我心里面对他有成见，或者，对他有恨意。主怎么说？“恨一个弟兄就是犯了杀人罪。”（参

太 5:22）所以， 你越认识自己，就会越认识神；越认识神，我们才会越认识自己的问题，内

心里面被光照之后，才会去改变，改变才会进步，你的生命才会真真实实地走在内在生活的里

面。 

感谢主，前两、三个礼拜，这是给我生命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不知一般教会的牧者是怎么

样子去看自己的生命。我要感谢神就是说，认识周牧师带我走进这一条过内在生活属灵的水流

里面，常常会去从大的改变到小的改变。以前在我旧的教会是会骂人——骂同工、要求同工，

作不好我会生气，会觉得不高兴，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同工迟到，我最不能忍受，同工迟到，

“你要来服侍了，你还迟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可以原谅的，以前我是很

生气。渐渐地，我知道：为什么我会生气？就是你把自己“我的感觉”看得太重，没有主的同

在，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充满了我自己的我，这就是要弃绝的。虽然，我不是说污秽的话、

说谎言等等，这个心里面的愤怒，跟这个说谎话的乖谬的嘴，是不是，是相同的吧？所以，我

就晓得说，后来在我自己开拓的教会，我就知道包容同工，因为我知道同工礼拜一工作到礼拜

五，现在是周休二日（礼拜六、礼拜天不上班），但是礼拜一要上班要上到礼拜五，他们在上

班的人，在开店工作的人，实际上他们是非常辛苦的。有时候牧师都比他们轻松，他们是很辛

苦的，到了礼拜天还被排服侍，还要看牧师的脸色。我就体会到：哎呀，耶稣一定不是这样子；

耶稣一定不是对人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很包容我的同工。但是，

我很感谢主，同工都是会迟到的，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所谓的同工，教会就这么多人，就这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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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位，有时候聚会根本十位数都不到，但是他们能够安静下来。等候神一段时间开始聚会的时

候，他们就进入了，他们生命跟主的连结就进入了，然后，我们会读经再分享，从他们对圣经

里面的体会、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安慰，虽然他们不是那么守时间，但是

他们生命的根基都是跟主连结的，所以，我就觉得挺安慰的。我不晓得教会牧者与同工之间是

怎么看待。（待续） 

第二部分 00:30-01:00 

（接上文）当我改变的时候，我跟同工之间，真的就是没有一点点隔阂。我伤心的事，我

很丢脸的事，我发生不可原谅的事，我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面前，我都可以谈，都可

以讲出来的。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很好的学习，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他们也知道说，牧师

绝对不是那个全能的，万能的；牧师也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有权柄的，他的权柄都在基督里面；

牧师也不是一个不可攀的。 

感谢主！但是前两三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是忧郁症，她自己一个人住在我们社

区里面隔壁的社区。她们的社区比较小，只经过一个门，从我们教会走过去，过那个门就是另

外一个社区了，是相通的。她打电话来，那个时候，刚巧我是在跟网络祷告的同工在祷告，她

打电话来。我是手机开分享器给平板上网祷告，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手机一响，那个平板就掉线

了，那我们正在祷告，正在讨论很重要的事情，她打电话来就掉线了。我心里面一急，看是谁？

哦，原来是这个姐妹，我问她说：“我现在正在开会，很重要的会，你有什么事情吗？你赶快

说。”她告诉我说：“牧师，我现在一个人啊，我女儿也没回来，卖菜的也没有来，你可不可以

帮我去买一些水果？”我不知道别的牧师听到这样的事，你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然后她一打

电话来，我那个平板就断线了，然后她要我去帮她买水果。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面的反应是：

“啊，我的妈呀，怎么叫我去买水果！”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神在考验试验我、考我，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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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习过内的生活的生命能不能通过这一关呢？现在想起来是蛮感恩她打那个电话，把我生命

中那个不好的杂质就挑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以为是什么很重要的事，因为我

现在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我没办法帮你去买，我现在没办法，对不起啊，我要挂电话了啊。”

我就挂了电话，我再回到群里面去开会。那天下午晚一点，师母去帮她买了水果，就拿过去给

她。这个姐妹后来当天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儿，跟我女儿告状，说：“牧师刚刚好像对我很凶！”

因为她是忧郁症的人，所以要很小心。一个忧郁症的人，她当然作事情常常是无厘头的，她只

是想到自己的需要，就是要去要求别人替她做。那你要怎么去处理？这就是必须要看我们的生

命是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她是几年前从别的教会来，她有跟我们讲到说：我们很不一样。她

说她以前那个教会很大，要跟牧师讲一句话都不容易的，很难的，挤都挤不到他面前跟他说话，

因为牧师非常的忙！那来我们这里呢，觉得可以，我们聚会的时候是可以，聚会到最后读完了

圣经，那就是个很自由交通的时候。她说：非常好，还可以分享。她说在以前根本就不能够分

享的。所以她就告我的女儿，说我那个。那我再想想看，确实，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你平常

可以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很好，但是有事情的时候正是考验我们是否能够安静进入到神同在，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用有智慧的话轻柔地去回应她，因为无论我帮她买，不帮她买，总要

去帮她解决问题。所以，你不必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几十秒钟的时间里面，急急地去回她的话，

她就觉得：她被我伤了。 

感谢主，这是过内在生活，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常常被主连结，常常被主很厉

害地来占有我们，我们的生命。这个盖恩夫人有讲到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她说：“我们

谈到属灵道路的最后阶段，这里不再分程度，荣耀是始终存在的。”我们过内在生活直到跟神

连结的生命就是荣耀的。那么“不再分程度的，…改变的工作完成，使用的方法也已经结束了。”

神会用很多方法去一直去改变我们。我可以知道说，以前我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神就不

住地去改变我，改变我，改变到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微的部分。她说：“生命的逐渐成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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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扩大，而且会越来越丰盛。”这就是过内在生活，你越过，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越来

越逐渐地、逐步地越成长。感谢主，她后面这个地方说，她说：“什么是治死之后的生命的回

转呢？”我们生命一次被对付，两次被对付，天天被对付，我们生命就会成长，那么生命成长，

你就会一个怎么样？她说：“在这新的阶段，祈祷变得极其容易。”这就是当你大的（毛病），

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刀修剪你、改变你，我刚刚举那个，我们以前过去教会的那个伯伯的生命，

等到他连说话重一点骂老婆都没有了，那他的那个生命就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阶段就是

小毛病的问题，小毛病的问题，就是要祈祷的变得清晰容易。她讲的这个祈祷，就是这个跟神

很快地就能够跟神连结起来的生命，就很容易了，很快就会进入到与神同在里面。进入与神同

在，这就是一直，她说：“祈祷伴随着一种甘甜的、高尚的、极属灵的感情，这就是一直不断

地、持续地在神里面的祈祷。”她这个意思就是祈祷伴随着一种甘甜，就是与神同在的那个甘

甜。我们在等候神，与神同在的那种甘甜，你的生命就会显露出属灵的高尚。然后，你跟神之

间的那种情爱感情以及你跟人之间的感情就会流露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

在神里面的祈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就会不住的，经常的，常常的与神连结，与神同在

的意思。她说：“但复活之后的魂会带领他脱离自己，热心的目的不再是要去享受神，而是越

多的失去自己在神里面，至终变成进入神的里面。” 

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主在父里面，父在祂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参约 14:20）这是

怎么样子会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复活之后的魂会带领（他）脱离自己，”这个生命与主钉死，

与主一个复活，这一个复活就是你的生命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充满了天然人的性情，天然人的个

性。你的生命，自然人的生命越来越少，你属灵的生命，属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分越来

越多的时候，这个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不断的跟神，一直不断的与神连结在一起，

进入到神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就是基督在我

们里面活出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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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我想我们都知道，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常在灵修，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

可以是很高尚，很荣耀的，但是日常生活的时候，必须与人有所接触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

正的在考验我们。 

所以，教会不和谐，教会不合一，基督徒不快乐，家庭不能够融洽、甜蜜，那都是人际关

系。那么，人际关系就是天然人的个性，自然人的生命，从亚当而来的，我们现在要恢复。 

刚刚一开始，我讲到悔改，悔改就是恢复到神面前，悔改就是学习与神建立亲密关系，以

致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愿意被改变，这就是回转，跟神重新恢复与神的亲密关系。 

所以，过内在生活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神所造——按着神形像造的那个我的生活，是

我们跟神一个亲密的生活，也是一个祷告、祈祷的生活，也是一个灵修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

一个不住连结在基督里面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就是不住的被基督充满，不住的主成为我

们生命。要做任何事都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而行出来。有时候，是会很简单，但是有时

候，很不容易。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起初所得着的道，我们还要往前进

深，向前进步。我们不可以说读了一年级，我们就说我们毕业了，我们一定还要再晋升到二年

级，我们还要三年级、四年级要去读。 

周牧师就讲到说他现在都还在学，他这句话真的很鼓励我。因为我每天的生活，特别是林

师母最清楚。她常常就会告诉我，这一件事我怎么样这样处理，那一件事我怎么又那样处理，

对某某人我心里面怎么会有嘀嘀咕咕的，纵然不是很严重的，但是，在林师母面前，我就说：

“哎！那个人，他怎么怎么样……。”这个原则不是我们来数算、诉说别人的不好。这很不容

易，别人我们也看出真的不好，要我们不说，真的很难，但是说了，又会觉得后悔，不应该说。

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生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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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主就讲到：“你要得着生命，就要失丧生命。”（参太 10:39）如

果我们一直要得着那属地属世界的生命的话，属天然人的生命的话，我们就得不着那属天的生

命——那就是属灵的，所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很有名的，很有权威的一些牧

者的服侍侍奉，那就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在群组里面贴出来，甚至于也会鼓励我们去参加这个

特会，那个特会，这些特会或者是某一些比较被认定是有权威的，这个都不成问题。最重要的

是有没有结出果子来？一个结出果子来的人的服侍，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肯定，

但是我们不能够盲目。周牧师常告诉我们说：“要查验，回到圣经里面去查验。”我们不只是

从旧约查验，我们也要贯穿连接到新约去查验，而且不只是从圣经查验，也要从圣灵去查验，

要在圣灵里面去连结，让圣灵来告诉我们。 

这个礼拜四，礼拜四是昨天，昨天林师母，我们去台北的福乐等候神小组服侍，林师母读

《启示录》，她看到一节经文，就是在第一章的第 14 节祂说：“祂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

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启示录 1:14 )她默想这句话，她说:“头与发”、“头”她就体会

到:这是讲的，指的是救主耶稣基督。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祂的头是祂的智慧，头是

起首，祂是元首，祂是阿拉法；那么“发”是祂的一个光荣，祂的荣耀的；“皆白”这个“白”

就是毫无玷污，没有瑕疵，而且不只是白而已，而且像羊毛，而且又要怎么样？如雪一样的白。

这个讲到“白”就是洁净、圣洁等等，而且要如羊毛，一只白色的羊没有掺杂一根有颜色的毛

发，这是多么地单纯、洁净。“如雪”，雪一片白，没有一点点杂质的时候，这正是在讲耶稣

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这个单纯、洁白。 

林师母那一天分享说以前读这个，就只是停留在字义上，这个一些的形容而已。今天通过

圣灵，默默地祷告，等候，圣灵就启发她去明白:为什么要讲到这个样子——对我们的主？我

们的主是如此。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在圣经里面查验，我们也要在圣灵里面查验。我们要清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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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是随己意，而且圣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参林后 3:17）我们的生命应该不能够被天然

性情来限制了我们。 

愿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追求过内在生活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让圣灵更多、更大地

占有我们。 

我们以前比较少去体会自己生命有什么渣滓，必须要去除的有什么杂质？必须要去对付的，

以前很少去这样体会。一个真正过内在生活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当然不

是说要去活得战战兢兢，这样也不敢，那样也不敢；这样可能不行，那样也不可能，也不行。

圣灵是自由的，你大胆地进入，与神同在去活，活出来，神会告诉你:什么可作，什么不可作。

圣灵也会告诉你:你刚刚作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你应该作的，什么你不应该

作的；什么是你应该讲的，什么你讲了，错了，不对了，你后悔了，悔改。 

这就是过内在生活是一个渐进式的，我们真的要去体会说:在日常生活，我们不能够一直

是好像一个宗教的，礼拜的那个高峰。人一直处在高峰是下不来的，下来了会觉得心慌慌的。

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家人的接触，去学习功课。如果我们从

自己的家人当中学不到功课，我们就学不到功课，特别是最亲密的家人。亲密的家人是最难学

功课的，因为太熟悉了，是亲人，你可以常常用你的天然的生命去解决或者是去处理，那一些

方法都是神不喜悦的。神要我们知道要进入灵里面。 

记得周牧师讲过他在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分享是在灵里面与基督连结而出来的话语，所以

他出来的每一句话，好像很难去找到说多余的话，他的书也是如此。所以，我不能够多讲什么，

因为这本书里面已经讲得非常的透彻。我们翻开任何一页，你去读一读，看一看，你都会觉得

每一个，每一句话，每一段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去过内在生活，很多很重要的很核心价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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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都写好了，写在这个书里面。 

接下来的，真的是我们要进入一个真实的一个操练。我们操练的神学院在哪里？我们操练

的神学院就是我们的家庭、教会、你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人、还有你工作上班的那一些同事。有

一些人在公司里面是相当不容易，因为公司上班，有一些人的生命品格不错，有一些人生命品

格就是蛮自私的，那你要对付这一些人，真的是，如果没有学习与神同在，你可能天天要跟人

家吵嘴，你可能也会想到有一天你也要去报复人家。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是学习怎么去包容跟原谅人，因为他的工作常常彼此之间，同

事之间有一些的竞争。他所要接洽的，他要规划的这一个工作，常常跟人家要产生一些竞争，

他就要怎么样去拿捏呢？他有时候气到真的不行。他总是知道说赶紧礼拜天，他如果没有事，

没有出差，他都会来聚会。他就是总是到礼拜天，逃到礼拜天，安安静静在这里。他的聚会，

从头到聚会完，他的眼睛就是闭着——享受。所以我们的聚会是一个享受神的聚会。 

今天我想是接着上个礼拜，怎么样子过内在生活？当然有很多条件，有些条件，最重要的

条件就是弃绝老我的生命，与主有连结，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跟主建立

亲密关系就是让主的生命融在我们的、内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周牧师说：基督的内住。基督的内住也就是圣灵的内住，也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

圣灵的充满是充满什么？就是祂的性情——耶稣的生命，耶稣的性情充满我们。当我们越来

越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被充满。所以，认识神很重要。 

我刚刚有提到说:很多弟兄姐妹说圣经看不懂。（读懂）圣经是有程度的，比如说你的生命

学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有一斤的生命，（你对圣经的了解就有一斤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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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01:00-结束 

比如说你有一斤的生命，你对圣经的了解就有一斤的份量；你是五斤的生命，你对圣经的

了解就有五斤的份量。你就比那个一斤的份量还要多，还要丰富。所以，怎么样子让耶稣基督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成为一个让人家说，“唉呀！他真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内在的

生活就是内在生命，充满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来。那这个活出来就必须

要先有对付，就是要被修剪，被圣灵光照。像我今天刚刚讲的两三个例子，就是被神光照我，

让我明白我还有东西要清理，我还有东西要剪除。感谢主！所以基督的内住，然后被圣灵管制，

然后活出来。这就是把内在生活浓缩了！然而不是这么简单，过内在生活的整个过程却是很丰

富的、很多的，很多的要去面对，呈现出来的，生命要去改变的。 

我们认识的牧者，他的生命也在改变。起先我们是觉得：我们在等候神的一个聚会小组里

面，经常大家都很进入，而且彼此的分享都在这个内在生活，等候神话题里面的心得的分享。

但总是会有人就是他很想分享，但是分享的却跟我们的聚会没有关系。他总是分享的是抱怨

——抱怨同工，抱怨教会，抱怨经费不够，抱怨这一些。他的抱怨都是事实，他的抱怨确实

都是问题。但是该不该抱怨？该不该在我们这个等候神的聚会里面去讲这一些非常消极负面

的？ 

要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摩西所带领以色列百姓都是神晓谕摩西作什么，他才作什

么。但是百姓不能够体会，因为百姓不认识、真实的去认识神，没有神所赐的智慧，所以就有

埋怨、有抱怨对摩西。因为抱怨摩西的地方，确实，没水喝，没有好吃的，在埃及可以有很多

好吃的，这都没有，这是事实。就像我讲的那一位牧者，教会确实有一些事实。但是神不愿意

他们抱怨——抱怨的态度。因为没有神同在的生命，就是会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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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渐渐的我们最近，我跟林师母有在谈说，“感谢主！那个某某牧师他改变好大，改变很

多。他对教会的人数，也不再那么抓得紧。”因为他想教会人数很重要，所以他就对同工要求

等等。我觉得同工很受压迫，同工很受压力的。来作基督徒，来敬拜神，来作礼拜，还要受这

些好像灾难一样。所以教会有他们这个弟兄姐妹爱来不来的，就是这样子啊。那最近我们也看

到他生命的改变，以及他的分享越来越在等候神里面那个核心的价值领受、体会、经历出来的

话，越来越有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常常以为基督徒才要改变，作牧师的都不用改变，作牧师的好像什么都行，什么都对，

不见得是。记得连周牧师说，“我讲的话你们不要都信，你们也要查验。”这个真的是，其实我

私下对周牧师是绝对的信服、相信的，那怎么还要我们查验？真的把我吓了一跳，感谢主！ 

我想我们留一点时间，安静一下！我分享这么多，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值得你们——有没

有真正的听到一些真实有价值的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是感动到哪里，我就分享到那里。

但愿这里面有，确实有一些是值得的，对人有帮助的。感谢主！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到神

的面前来。主要再一次，在这一段短短的安静的时间里面，求主来跟我们对话。让主来对我们

显明祂的心意。因为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也蒙我父爱他，

而且要像他显现。”（参约 14:21）这个命令我们要想是生命实践的命令，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到

永恒。我们作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生命是越来越美的，越让人看到你内住的基督，有主耶稣

在你的生命里面的。 

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认识一些长辈，当我们去接触到他们的时

候，有一些长辈，属灵的长辈会让你觉得：他好和蔼、好慈祥，好像基督很丰富的在他的生命

里面，让我们觉得跟他的接触，如沐春风，很让我们内心里面，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也感受

到让我们心里面莫名的愉快。我想在我们在坐的人，应该有可能有接触过，也应该会有机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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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看到这一些长辈们，属灵的长辈们他们真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参加 2:20） 

这个礼拜四，昨天我们在台北福乐聚会的时候，最后有一位老姐妹的分享。她说，“她认

识周牧师是三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她所认识的周牧师，跟现在她所认识的周牧师，好像就不是

同一个人。她说现在的周牧师真的是从他的生命里面，所流出来的是满满的爱。跟三十几年前

认识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感谢主！哈利路亚！ 

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 

有一首诗歌是我们（诗歌集）第一集 26 首，题目是《耶稣，祢的全胜的爱》。它在第一

节说：“耶稣，祢的全胜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就

能生根与神，就能生根与神。”“生根与神”，就是与神的连结，把自己连结基督的里面。 

第二节说：“但愿圣火今在我心，就已发旺不休，烧掉所有卑情下品，并使高山熔流。”这

“圣火”——是指圣灵在我们的灵深处，这里说“发旺不休，”有时候会觉得带给我们生命的

火热；也有比较多人会觉得是侍奉服侍的火热。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在生命以外的，而是在我们

的内在里面的，使我们的生命越发的火热，越发的发旺。这生命的发旺就是这生命是连结在主

里面，让生命能够愿意被改变。下面说“烧掉所有卑情下品，”这个“卑情下品”很多方面都

可以比喻，“卑情”有些人会觉得常常受伤害，很卑微；“下品”常常指着自然人的生命，它说

要像高山一样熔化、烧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这些卑情下品。 

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祢。主，愿祢引导我们的生命在灵的深处，到主祢的脚前与主连结；

愿主把我们天然个性、卑情下品烧尽。主，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是软弱的，我们需要主天天感动

我们去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缺陷。我们纵然不犯大罪，但是，我们细微的小罪，却常常像狐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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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巴，当我们一不注意，一不小心的时候，它就露出来了。主啊，祢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不

看我们的软弱，不看我们今天会，明天也会，一直都有可能那小狐狸的尾巴，总是会不经意地

显露。主啊，有时候，我们隐藏在内心里面的那个黑影，或者是个性上的一个坚持，主啊，愿

祢帮我们烧尽这一切。愿主圣灵不住地工作在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当中，愿主深深得着我们，当

我们愿意面对自己软弱的地方，肯将这软弱对付、弃绝的时候，就是主祢要得着我们更多的时

候，我们去掉越多，祢就得着我们越多，但愿我们的生命天天都在增加重量，这属灵生命的重

量的增加，也就使我们更增加我们对主祢的认识，对圣经的了解和体会了。谢谢主耶稣，赞美

祢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剩下 2-3 分，我们就安静，然后如果你觉得安静够了，你可以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