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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2019 年 10 月 19 日  内在生活操练 1   林牧师 

第一部分  00：00-30：18 

有一首诗歌是从《诗篇》二十三篇，写词的作者重新用他所体会的内容所写的，我想我

们先来唱这首诗歌。它是在我们的诗歌本第一集的 41 首：《是爱的神作我牧者》。 

这首诗歌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跟牧者、跟我们的大牧者耶稣之间的那种生命交流的关

系，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主耶稣连结，祂是我们的大牧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供应、带领、

引领、祝福。整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诗词，我来唱。 

唱诗《是爱的神作我牧者》。 

1.是爱的神作我牧人，祂常喂养，祂常施恩；祂是属我，我是属祂，何来需要？何来缺

乏？ 

2.祂带我到嫩草地场，使我感觉满足欢畅；又带我到平静溪流，交通不断，安息无忧。 

3.我时迷路，祂来截回，再侧我心受祂支配；我常摇动，不甚坚定，祂引导我，是为祂

名。 

4.何等不明，何等可疑，怎能行走无所顾忌。祢竿扶持，祢杖引领，祢的同在满我途径。 

5.祢使我能大胆夸胜，敌虽四布，享恩如恒；我头油润，我杯满溢，我神从来不曾吝惜。 

6.祢的甘甜，奇妙的爱，测量我的一生年代，祢爱既然永不改变，我的赞美还要加添。 

我从台湾时间，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以及今天晚上这个时段周牧师让我来分享，那我想

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内在生活。那么内在生活更直接的，就是从周牧师的书，那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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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晓得，周牧师把它很简单地简单化。那就是三个很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内住，再来就是管理，然后活出来。那么这都是需要我们跟主要建立亲密

关系才能够真正看见生命被更新或被改造。那么刚刚我们唱的这一首诗歌，就是我们有一位

爱我们、没有条件爱我们的神，祂作为我们的主，有时候这里诗歌说“祂作我的牧人，祂常

喂养，祂常施恩”，我相信这几句话有很多我们在坐的家人生命都有体会，也都有经历。第

一节后面说“祂是属我，我是属祂，何来需要？何来缺乏？”这几句话就是说：有了主的爱，

祂爱我们，祂已经把祂的丰盛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的常常是在物质上的要求、

追求、祈求、祷告，有很多的诗歌跟我们说：我们以前追求主，祈求的是祝福，祂的恩、祂

的爱；但是最后生命被主满满得着的时候，他说他所追求的是“耶稣基督祂自己”。所以在

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属灵的内在生命，就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其它的需要。因为我们已

经懂得如何的一个在生命里面、灵里面有单纯简单的心思意念，我们不再有许多复杂的老我、

老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就是无我的生命。这也是只有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是祂给我们

的。 

我想，过内在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的经历、人际关系的经历去对付

我们自己。这两堂课（现在是第三堂），两堂我都引周牧师这本书前言所写的：“基督徒不

快乐，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基督徒应该是最快乐的，那么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作基

督徒作得非常辛苦？基督徒的家庭本来是充满了爱的一个乐园，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家

庭不和睦，甚至还闹离婚，不快乐，没有爱，常常吵架？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应该是

一个讲求爱的团体，讲求包容的团体，但是爱呀、良善啊、单纯啊、跟相亲相爱在教会中常

常看不到，所看到的却是纷争嫉妒，彼此不和，分门别类，和争夺权利等等的事情。”这是

周牧师的书一开始就点出我们的这个基督徒为什么应该是最快乐的人，为什么活出来的并不

是跟真正的那个样子？所以刚刚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这诗歌里面就是从诗篇体会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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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说：“我时迷路，祂来截回，再侧我心受祂支配；我常摇动，不甚坚定，祂引导

我，是为祂的名。”我们的心常常在摇动，我们的心常常脱离了与主的同在，我们的心常常

背对着我们的主。哦，这怎么说？主是不离开我们，因为神是充满万有、在万有之间的神，

祂不曾离开我们；主要就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离开了。因为他把自己旧造的那个天然人

的性情，充满在他自己的生活、琐事、为人当中。 

周牧师他在《内在生活》中书里面讲到：人活的不快乐，不能跟人家和平相处；不能跟

人家有一个愉快的、一个团队的、合一的合作，那都是什么？都是人际关系。影响人际关系

的，就是你的‘老我’‘老己’，老自己的生命在这当中在作祟。人际关系就是讲的是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 

这两堂课我有举了例子，就是举了台湾时间昨天早上发生的事情。那我想，我不知道我

们台湾时间礼拜五的课程，礼拜六早上跟礼拜六晚上的这个时候上来上线的牧长、同工、家

人，是不是同一批人？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这个例子很好，值得在这里分享。如果你是在

这一个秋季班，在这一段时间你是刚第一次上线的，那我想我来分享： 

台湾时间昨天的早上，我跟林师母在市场里。在市场里，就是因为林师母她要画陶瓷的

杯子需要放颜料。有一次，她在市场买到是烟灰缸，瓷器的烟灰缸，它可以重叠，那重叠它

不会去影响她的颜料，不会去沾到颜料，她觉的很好用。刚好有一个市场里面，有一摊在卖

瓷器的，她就问他说：“请问老板你有没有这个烟灰缸？”那个老板，他一听就很快的就回

答，就说：“现在的人哪有什么抽烟？抽烟的到处都不能抽了，还作什么烟灰缸啊？我这里

没有烟灰缸，现在烟灰缸没有人卖的。”他讲这些话，其实他可以很简单的，这就是看到一

个生命的问题，其实他可以很简单说：“我现在没有烟灰缸可以卖，因为抽烟人越来越少。”

一句话就过去了，但是他讲还没有结束，还继续在讲。我心里面就觉得：“嗯，这个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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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善、不客气。”我就拍拍师母说：“走了走了，他没有，我们就走吧。”其实，我心里

面有一点被他激起了一个不舒服，对他有一种，不能说愤怒，但是我都觉得，觉得这个人不

值得再跟他谈下去了，所以我就叫师母走。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对

抽烟这件事情，他有一些反感，所以他没有卖烟灰缸。那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听了他，我外在

的生命受到影响，受到他的挑衅，我的情绪有波动的，我就说：“师母赶快走吧。”那后来，

当然师母还是跟他买了别的东西，也可以代替的。一路走来，我们去市场，也不一定是去买

菜，就是刻意送孙子去上学，然后刻意去走，去走路啊，那回来的时候，市场我们是绕一圈

啊，再绕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刚刚那一幕，我就发现，看到自己的生命，我们有时候缺少什

么?缺少了给神时间，我们没有给神够的时间。以至于一听到别人这样子讲，我心里就没有耐

心听下去了，而且，就拍着师母说：“走了走了不要再跟他讲了，因为他讲不完的一直讲、

一直念啊。”那我失去了耐心，虽然对方不是好，但是，我们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就是必

须接受圣灵的管治，对我们的生命要修剪。有时候神在我们大的过错当中修剪，有时候神在

小的事情上来修剪。小的事情，小的很细微的心思意念，一点点的心思意念的修剪。有时候，

这一些心思意念在我们生命里面无形中就冒出来了，而且自己没有感觉，自己不会发现，常

常就是必须事情过后，我们给神时间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渐渐的被神提醒：刚刚为什么？

当然那个人没有尊重你，你也不能够说也不去尊重他，也不能够没有耐心。 

这就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的操练，很微小也可以很大。我们在周牧师的这个书里面有一

段话，就是说，在他的这个《基督徒的内在生活》，在旧版 60 页的地方讲到，周牧师说：

“培养内在生活，实际上，就是培养我们与主之间的爱情。”接着：“马丁路得说过，对神

来说一个情人胜过十万个雇工，神看他们所作的事也是如此。”所以，神所要看重的是我们

里面的、内在的生命。那么，我们要过内在生活，就是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内在生

活，就是我们跟神要建立一个甜蜜的、甜美的这一个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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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教会有这一本书，就是很多国内跟美国、有台湾、有很多弟兄姐妹奉献，我们印的。

这是小德瑞莎的书，她就是《爱是最短的路程》，里面她有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

这么描写说：我们就好像是一个乡下的小姑娘，当一个尊贵的王子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不敢

答应，因为她贫穷，也不懂得宫廷中的规矩。但你想，她的爱人岂不比她更知道，她是个贫

穷、很无知吗？虽然我们是无有，但却不要忘了，主耶稣是万有。你要把你的无有，失去在

他的万有里面，然后单想到只有这万有，才配得你一切的爱。 

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刚刚周牧师讲到，过内在生活是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一种爱的关系，

建立爱情的关系。那么早上——我刚刚提到昨天早上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失去了神，

祂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跟祂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亲密。因为在亲密的当中，我们给祂时

间。 

我这两堂讲到内在生活跟安静等候神是一整体的，不可分开的，所以当我们安静等候神

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的生命，光照我们的生命，就会从我们所成长上来的从家庭背景、社

会背景、文化背景等等，因为世界都是自私的，所以这个自私的世界，常常培养我们、建构

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自我为中心。就是亚当跟夏娃为什么会发现他们是赤身的？就是开始

有那个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起来了，会觉得羞愧、害羞等等，有的是骄傲，有的是自大。我们

被这整个成长过程建构这一些东西。像我告诉师母说，其实我想说：“离开就好了，不要再

听他唠唠叨叨的。”这是很轻柔的一个方式，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吵起来了。这一个当中的基

本架构，在我的生命里面的基本架构，就是有老我、老自己、天然个性的存在。所以这个天

然个性在我们生命里面必须要被光照，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的爱来满足，填满我们。所以，

如果说我们过内在生活神说要管制我们，管制我们什么呢？那也就是说圣灵要拆毀，拆除。

拆除我们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神不喜欢的，那个建构起来神所不喜欢的，把它拆了。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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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有什么？这些东西有时候是刚刚我讲到自私，自我为中心，甚至有的骄傲，有的有受害的

情节等等，这一些都是神要帮我们处理的。 

我想我要放慢脚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怎么样？刚刚我们看到说要作基督徒

应该是一个喜乐的。那么喜乐的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不喜乐？就是因为刚刚我讲到的，这

生命成长过程累积下来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去去除？ 

这两堂我都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里面，我用两个福来讲。一个就是虚心的人有

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另外一个在第 8 节讲的，“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必得见神”。 

我从原文去体会这两个词句，两个词汇里面的意思。 

“虚心的人”的“虚”是讲到贫穷，无我，就像刚刚那个小德丽莎讲的说“我们是无有、

贫穷的，那神才得万有”，如果我们是太丰富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得享神的丰富。因为我们

自我太充满了，老脾气太充满了，老个性太充满了，老自己充满了我们自己。所以在这里的

“虚”是讲的乞丐一样的，是贫穷的，是没有的，无我的；这里的“心”是讲到生命的气息，

圣灵。灵，这灵是敬拜神的灵。这灵如果不是很单纯，不是很简单，充满了自己的脾气，充

满了自己的个性，那这样子的一个复杂，我们就不得见，没有办法进入那“在地如在天”的

那一种与神同在，享受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 

另外一个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必得见神”，这个“清”字是洁净、纯洁的意思。

那么这个“心”跟前面那个“心”是不一样。前面“虚心”的“心”是灵魂体的“灵”的那

一部分；那么这里的“心”是身心灵里面的“心”，如果说一定要把它分别，可能就比较像

魂部分，那么魂的部分，比如说心怀，心思，心理，心意，你的心肠，你的意念等。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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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心思、心怀意念不纯洁的话，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那个老板一下子蹦好多话出来，好

像在发牢骚出来，那么我的意念受影响了，我不纯洁，如果我是一个纯洁的，是一个清洁清

净的，我不会受他影响的。但是我受了他影响，表示内在生活我还是有功课要学习。感谢主！ 

神有时候在雕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神成为那一种团契的关系，那是为什么？因

为主来祂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如果我们该丧失去的生命没有失去，我们那个属天的生命就得

不着。我们的老我老己的生命就是发牢骚，自我为中心，忧郁，这个报复的心；有时候是希

望人家看得起我，高举我，称赞我，人家不能说我一点点不好——这个生命如果不死，属天

的生命就不能够复活。如果要得属天的生命，我们这属世界的、属地的生命就必须要死。所

以主说“来，要使我们得的更丰盛。”那么更丰盛，要知道《罗马书》写了我们“信而受洗

是归入基督的死”，那后面当然讲了就是与他一起复活。如果我们不死，我们的旧造的生命

不死，我们就没有办法属天的生命的复活。属天的生命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的生命。我

们过内在生活，真的就是要知道主来的目的——主给我们救恩救赎的一条路，祂更是希望我

们能够这一个生命得被建造，而且这个生命是被建造的属天的生命是到永恒，与主一同作王

到永永远远的。 

刚刚周牧师那个地方讲到说，神所看重的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说:祂需要的是一个情人，

祂不是看胜过千万个工人。祂看我们所作的事情也是如此，祂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胜过

于看我们能够为神作的。一个想为神努力，大发兴旺，大大的热心要为神作，常常有时候背

后的内在的生命是空虚的，是不平安的，以为能够作些什么，才能够得主的爱。其实不是如

此。神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更新跟生命的改造，生命能够进入到丰盛的里面。 

而且我们都要晓的，怎么叫作过内在生活的人？过内在生活的人，这本书其实我不知道

我能讲什么，因为这里面周牧师已经讲的非常非常的丰富，讲的非常的丰盛了。我们只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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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能够看而且能够熟悉这书里面讲的，然后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是能

够知道体会，怎么去改变我们自己。 

第二部分  30：18-01：04  

我刚刚说那个“平安”，我们一定要得到与神同在，体会神与我们是连结关系的那个

“平安”。神要的是这一种，与祂同在的那一种爱情的关系，胜过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晓得在圣经四福音，主耶稣曾经讲了三次，就是“奉祂的名作的，不管多辉煌的

事情”，有一次讲了说：“你们的名字不被纪念，那有什么用呢？你们要看神迹奇事，如果

你生命没有改变，那又如何呢？”（参太 7：22）祂讲的是，不是工作不行、事工不好；祂

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连结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

成为源头的力量去服侍，那么你所服侍的只不过是你的血气，你的自我，你的自以为的能力、

聪明才智、你的恩赐。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牧者在讲说：“恩赐不等于生命。”意思就是说，你的生

命跟你的服侍，如果不是相平衡，相称的话，就是神所不看重。神不是看外表的，神是看我

们里面的。所以主对祂的门徒常常就是在谈道的当中，都在显露生命比工作更重要。 

过内在生活，就必须要懂得，第一个来跟主耶稣基督，跟三位一体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

关系。你跟祂没有亲密关系，什么都不用看。 

那这亲密关系怎么建立的？怎么跟神有亲密关系呢？就是要知道，我们要面对自己那个

旧造的生命，我们要钉死他，要改变、要反省。 

怎么反省？不是怎么反省，而是要更多安静在神面前，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光

照我们，改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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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有很多，特别是脾气不好。脾气不好、爱发脾气，常常是自己想改都改不来。

如果不是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那坏脾气的人很难改的；急躁的人也是很难改

的；有很多的习惯，从我们的成长背景来的，这一些天然性情是很难改的。所以一定要知道，

要跟主所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安静等候。在主同在，你得着主、

享受主，让主满满的占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呈现在主同在中的那个柔软的时候，神的

话语就会提醒我们。那提醒我们就是，（像本来我要用这个《与神联合》盖恩夫人里面一些

句子，我想我们这个书买不到了，绝版，所以我就不再用）但是盖恩夫人有一些的观念，非

常的好，她告诉我们：‘要面对自己的，要破碎自己，要怎么样弃绝我们的老我老自己，要

对付要否定我们的老我老自己。’脾气不好的人要怎么弃绝呢？就是要与神同在，与神建立

亲密关系。当你最温柔的时候，神要把你的脾气，渐渐的一次两次三次，渐渐的拿掉。 

生命的改变是需要花时间，数十年都需要的。周牧师说他快 90 岁了都还在学习。所以，

与神亲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成圣。而是渐渐进行式的，是渐进，渐渐的渐渐的，而

生命渐渐的在成圣，这个成圣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一直不断的一直在改变生命。但必须要

知道，你要将自己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你要被祂得着你，你要被祂的圣灵大大

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灵的深处，是耶和华的殿，是圣灵的殿，灵的深处是圣灵的

殿，我们要被里面的基督吸引我们，不再被外面的影响我们，把我们从属灵的眼目、定睛在

基督的眼目拉开，去关注到：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态度，别人对你的误解，别人对你

说一些不真实的话，你就不高兴了，你就受不了了；你作了一些事情，作得很好，但是称赞

的时候，都说那个人好、这个人好棒噢，大家都鼓励鼓掌，拍手称赞他，“我作的也不错，

不比他们差，怎么没有人说我作得好”那种心结。这就是要被对付的，要弃绝掉，这个不是

神所喜欢的，不是神所要的，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来拆除这一些一直以来建构在我们生命里面

的，这些老问题、老习惯，这些都要被驱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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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也是很任性的，我们内心里面也很任性。内心里面也很有很多很执着的——

别人都一定要同意你，不同意你的就都不是好的，你的这是最好；有什么问题，不愉快的事

情发生，都是别人、别人的错，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我想一个国内在生

活的人，生命是温柔谦卑的，是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周牧师说‘要活出

来的’。活出来，周牧师有讲过一篇，就是心意，一切的事，凡事都是由心而发。如果你的

心不正，所言语、谈吐、作为都就不正了；如果你的心正，那什么都正。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弃绝跟否定我们的旧造的生命。这个旧造的生命，如果

不去除掉，我们就不能够有新生的属天的生命出来。那属天的生命，就是必须先钉死它（旧

造生命）。所以主对祂呼召的门徒说，“来，跟从我，”（参太 16：24 节，可 8：34 节）

“要作我的门徒”作主门徒，就是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参太 16：24 节可 8：34 节）那背起

十字架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走那苦道路的时候，背着十字架跌倒在地上三次，最后再找

西门帮祂背那个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很清楚，主背那个十字架就是在骷髅山，祂

要被钉在那个地方，钉死肉体，钉死就像献燔祭一样，全然的烧尽献给神。耶稣基督为我们

成就了。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天天把自己的天然个性要钉死，你的

性情要钉死，你的脾气要钉死，你的个性要钉死。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被神钉死的人，天天

被钉死，这个要跟神有亲密关系。你越跟神有等候祂，安静，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神常常

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意念里面，在我们心思里面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有时候祂会告诉

我们“祂爱我们”；有时候祂安慰我们；有时候我们失去，作错了，挫败了，失败了，我们

会心思意念觉得沮丧，这都是旧造的生命会有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碰到挫败

的时候，低潮的时候，心情都会影响，但是主说，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挫败、挫折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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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很快的连结在基督里面，重新让神的爱来满足，来使我们被主来得着我们、让主

的爱来充满。我们不能够一直让自己，停留在一个不丰盛的里面。 

那么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无我，一个灵里面很清洁，很单纯，纯洁的生命，就是没有

掺杂你的个性，没有参杂你那个外面容易受影响的脾气，你的情绪这一些。这是不容易的，

没有人能够作到非常的完美，我们总是有瑕疵有玷污，但是不要忘记，有耶稣基督爱我们，

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而且经过《雅歌》书告诉我们，祂说我

们没有玷污我们没有瑕疵，我们既黑而又秀美。（歌 1：5)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爱我们跟祂有那种亲密关系。跟神建立亲密关系，我们的生命

就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充满。一个被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的人，他就是一个很美的结圣灵果

子的人，结善果的人，不受别人的影响。像我台湾时间昨天早上，就受了一个卖瓷器的人影

响了我，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有一点点觉得‘哎呀，这个人，走了走了，不要跟他啰嗦

了’，虽然没有讲出来，心里面却有这样子的波动，这些东西都是基督要圣灵要改造我们的。 

神祂爱我们，祂说我们没有玷污，又没有瑕疵，并非我们真的是没有玷污，没有瑕疵，

祂是因为期待我们就是向神所爱的那个样子。那么如果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知道爱耶稣的

话，我们愿意接受改变。改变有时候是像苦难一样的，要改变哪。明明别人是在背后说我一

大堆不真实的话，而且在众人面前，睁着眼说瞎话，那你要不要发作？要不要当场就闹起来？

那就看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到什么程度。《诗篇》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让神来

伸冤”（参诗 94：1 节罗 12：19 节），这是一个圣灵果子的生命。过内在生活就是在操练

这样子的生活。 

其实昨天礼拜五下下午的时候，我还跟林师母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地方。因为礼拜五晚上

台湾时间昨天晚上要上线、要分享，那我心里面因为这一阵子，实际有很多事情都在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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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各方面的事情，都在忙，心里面就一直在祷告主，“主啊，我要分享，我要分享什么？”

一直在求问。所以时间越来越近，我就有一个感觉到，有一点压力的感觉，时间的压力的感

觉。这个时间的压力，为什么你会有压力？就是因为交托给神不够。我们过内在生活，完全

都是要让圣灵来作，跟随圣灵。如果是一个跟随圣灵，你就不会有压力的。如果一个不懂得

跟随圣灵，那你就会有压力。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教会还没有认识（周牧师）我是 2006 年

认识周牧师开始，才讲章都不写了，没有再写过一次讲章，都完全没有，完全是等候神，安

静让圣灵来工作，让圣灵来感动、来分享。但是，昨天晚上台湾时间，昨天晚上我就有点紧

张了：哎呀！时间越来越迫近了，脑袋还空空的，我不知道分享什么。但是家里的抽水马桶，

浴室的淋头的线呢，那个要冲水的需要一个冲水的啦， 这个是生活天天都需要用的，如果不

处理不解决的话也不行，那师母就很紧张（林师母）她不是紧张，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的、很要紧的，她说要我赶快处理，赶快去买，赶快现在陪着我去买，陪着我还要去换，不

合的还要去换东西。弄到好已经到了下午 1 点多了，才开始在家里面煮一点东西来吃，吃完

已快 2 点了，快 2 点了精神已经很累了，好像那个灯火快没电了，我就说：“要休息一下，

师母你给我休息一下，我只要睡个 5 分钟，10 分钟精神就可以恢复，那我要到教会去安静，

去等候神来预备晚上的。”吃过饭之后就很想睡，昏昏欲睡，我不晓得睡了没有，但我觉得

我好像已经睡着了，但是师母的手机有一个不晓得她再看什么资讯，手机的声音很刺耳，就

把我吵醒，我就心里面有一点觉得说：“哎呀，你很不体谅我。”这是我心里面的话，没有

讲出来，我觉得她没有体谅我，我是有压力的，我不是没有事情，没有压力的，我晚上要分

享呢，到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唉。 

我要告诉各位，懂得跟随圣灵、依靠圣灵的人，就不会有焦虑。我焦虑了，就是很清楚

的，我的内在生活的操练还不到家。今天我在这里分享，其实我都不够资格的。不敢说我是

老师，你们是学生啊，其实我还是不够的。这很微渺的。后来我就再躺一下，我觉得再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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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我就起来了，有点闷闷不乐，我的东西准备好了我就走了，师母问

我话我都不理她，没有回应她，我就到教会。到教会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给神时间，安静

在祂的脚前的时候，那爱我的神，就在内心里面跟我对话，告诉我：“你要讲课了，那你这

样的生命，你怎么去分享？这么的感觉有压力，或者是你焦虑的心，不够跟随圣灵完全享服，

那你能分享什么？”神就一直在我灵里面一直在把我的过程，把我的不对的过错的那个天然

性情，存着这些天然性情激发了出来的那个个性、脾气，那个情绪被激动了。虽然这是小事

情，人人都有可能犯的，不管你是多伟大的牧者，还是会有情绪的，但是神所看重的就是这

个情绪也是祂要修剪的地方，也是要修剪的部分，是神所不喜欢的。 

如果我们一直被这样的一个外在的感觉来内化在我们生命里面，情绪容易受影响，这些

自我为中心啊，脾气不好，骄傲了，焦虑了，这些受害的情节了，还是说讨人喜欢，看人脸

色的事，去看人脸色了——这些东西都是外在感觉的，所以这么东西就是如果我们被这些生

命的个性被这些来喂养的话，我们会越被喂养，我们会越大。特别是焦虑的人，焦虑的人，

你被焦虑喂养你到最后就忧郁了，越被喂养，你的生命很自然就是凡事就是用这一个来作为

处理事情的模式，这模式形成了，神的工作就没了，圣灵的工作也没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懂的，像盖恩夫人所说的，要弃绝。如果你要得着生命，你就

要丧失生命。所谓的，你要得到生命，就是你要被这一种天然个性来喂养你成为你生命的部

分，成为你生命极大的 DNA 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拦阻你拦阻我来到耶稣基督跟祂亲密关系，

这都是拦阻我们的。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为什么基督徒不快乐？

就是这些掺杂的，你的灵、你的心掺杂了都是这一些污秽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罪。我

们不是说杀人放火抢劫才叫罪，心里面充满了这些不是神喜悦的、这些的自然人的杂质，这

都是一些假假的，假我的杂质。真正的我是怎么样，真正的你是怎么样？是在伊甸园未犯罪

以先，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个样子。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因为是按神的形象，按神的形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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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神的内容造我们。当犯罪，罪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被这个内容充满了，这

不是真正的我们，所以要拒绝掉。所以丧失生命才能得着属天的生命，我们要丧失掉这个天

然个性人的生命，自然的、旧造的生命要丧失要弃绝掉，我们才能得着与神连结的那属天的

生命。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爱内化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让主的生命气息内住在我们里

面。所以，神说，耶稣讲说：祂的肉是可吃的，祂的血是可以喝的。这个肉倒不是指着属世

的、自然界的肉，自然界的血，乃是主指着是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的生

命，耶稣基督得胜的属性。耶稣基督的血，就是祂的得胜的生命的属性。这些是“可以吃的”

意思是我们可以得着，内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我们要被祂内化，意思是要被圣灵充满，被

圣灵浇灌。我们不要被这些天然性情来浇灌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要等候神，跟神建立亲

密关系，祂的生命不住的一次一次一天一天内化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一天比一天进

步。 

我不敢讲我的生命，当然是有进步，进步到多少当然我自己也不敢讲，但是我可以知道

说，我 2006 年的我跟今天的我一定是不一样，有很多被神对付过，自己也在等候当中被神

光照过，所以生命都有在进步。有时候自己也没有觉得。当我们的生命一直在被圣灵充满，

被耶稣个性、性情、生命，得胜的生命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越来越脱离不快乐。比

如说，昨天早上那个摊贩的老板，我不受他影响，我受他影响，我心里就不快乐。干嘛要跟

这个啰啰啰嗦嗦的人还要啰嗦什么的，我们走了。是不是离开神了？是不是跟耶稣基督分开

了？离开了主的生命，就是不快乐。因为他的话，使我不快乐；如果他的话不影响我，他归

他我归我，我跟主的关系，他不影响我，我还是在快乐的里面。基督徒不快乐，都是生命建

构在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周牧师说是人际关系。我跟那个人，这种不快乐的状态就是人际关

系，他的人际关系不好，他是一百步的不好，我差不多我是五十步的不好，也不能去笑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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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一定要连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枝子跟葡萄树

的关系是要连结的，我们不断的要吸取葡萄树的养分。他的养分就是主耶稣说“祂的肉可以

吃，祂的血可以喝”，就是让我们吸取祂的生命的养分，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当这个生命在教会里面的话，你不会受教会的影响，因为地面上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

是完全的。你自己教会的牧师也不完全的，他有很多的优点好处，但他也有很大的缺点。很

可能他那个缺点是你最痛恨的，你在教会就不快乐了，因为看那个牧师老是发生你觉得最痛

恨的那个问题，老是发生，对这个牧师真是不知道怎么待下去了或者换教会了。你为什么不

快乐？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分党？你就把你的不快乐，告诉你最好的姐妹弟兄，说这个牧师

怎样怎样，他也觉得“对哦，这个牧师有这个问题，我也不喜欢”两个人就结党了，开始结

党了。接下来教会有些事工要推展，你也觉得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教会的方向要这样，

跟你心里面的感觉的不一样，那就不合一，教会要配合的你都不配合。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

面会分党、纷争、夺权，会分门别类？就是我们自己。教会不完美，你自己要知道，你要跟

耶稣基督有一个完美的对生命的连结。 

第三部分  01：04-结束 

你就会在不完美的教会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作为。 

以前有很多弟兄姊妹走了之后，在我们杨梅这里，那有个姐妹问我，说：“我去了好几

个教会，那牧师讲道的风格都不一样。”然后说：“特别有一个牧师讲道很不会讲道，哎呀，

那个讲的内容真是。”我给她一句话：“他讲的这么不好的道的当中，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

你觉得还不错的呢？”“当然是有了。”我说：“那就好了，就够了。你只要抓住那句话，

你得着那一句话，就很棒了。他讲道讲得不够好，但是就为你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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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去用自己的自我为中心，那个建构在生命里面的角度去看教会、看牧者、看长老、

看执事、看教会的同工，区长、小组长。 

为什么会不快乐？就是因为你太多自己的天然性情了。那个角要截断，那个角会触人。

献祭的时候，那个角，那个香坛的那个角，这些都是我们生命里面好像一个很刺人的刺，碰

到你会痛。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要被这一些来充满喂养我们，你会越被这种个性喂养，你

这个个性是越坚固，坚固的营垒无法攻破。你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走来走

去，没有一个教会你满意的。 

昨天还是今天早上我有一段话是周牧师的，周牧师说他离开第一个教会，后来又离开第

二个教会，在离开第二个教会的时候，对前面的道路，他心中有一大堆的问题，又无处可去，

无人可问，心里面满了困惑、挫折和伤痛。“我乃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烦乱和无所适从的心情

里退到神面前来的。当时我并不懂得这就是安静等候神。”周牧师写的：“也是我内在生活

的开始。”我们确实有时候，我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我还是个弟兄，教会的小弟兄，小同

工的时候，对牧师也是不满的，觉得牧师牧养教会，如果我来作牧师我一定比他更会、更懂

得怎么牧养教会。现在自己想起来蛮好笑的，不成熟，对牧师推的事工常常不想配合，“我

根本没有那个感动，干嘛跟他配合？”到最后牧师就把我当成是最不和睦的弟兄，因为老是

跟他唱反调。周牧师说：当时他并不懂得退到神里面来这是一个等候神。当他开始等候神的

时候，他才开始知道要怎么样子作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让神的美善、神的宽容、神的谅解

的性情来填满我们；让神的爱，神的安慰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让这一些来喂养我们。我

们不要被嫉妒纷争来喂养我们，弃绝它，否定它。有时候一个人习惯有一种受害的情节，常

常觉得“噢，我受伤害！”“噢，那个牧师讲那句话让我心很伤！”“噢，那个姐妹怎么对

我这样子的态度？哎呀，我受伤了。”耶稣的爱你怎么没有好好的吸收领受？别人的一句话、

一个态度，你那个外在的感觉马上觉得是个受伤，你就受伤。所以盖恩夫人说我们要被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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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里面，耶稣同在的里面吸引，我们要渴慕就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我们的圣灵来吸引我们，

我们不要常被外面的感觉上的来吸引，这些喂养我们会使我们越来越消极负面。我们被神光

照的人，走在光明中，不要再行在黑暗的这一些。《圣经》是讲到淫乱、拜偶像了等等这一

些，其实我们常常被这些消极负面的或者是天然性情来影响我们，好像在喂养我们的灵，那

么这个跟拜偶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跟淫乱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是一样的。《圣经》里面讲

的拜偶像，这一个淫乱啦等等这一些，这是字面上的意思，精义，在圣灵里面体会的精义，

就是这一些，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些来喂养我们的生命。 

主是很爱我们，我们不要让主失望。让主的爱来喂养我们，我们越享受爱越被爱喂养，

那个爱就像一个种子在我们心田里面，会越来越长大，越来越爱，你这个爱不仅是被爱而且

会爱人。 

我们的生命特别在《雅歌》书里面，讲到那个爱情，良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

距离的，祂已经到了那一种没有距离的，因爱思病，我们都把我们自己内在生命的感情封死

了，对主的爱没有办法很畅快的、喜乐的去领受祂，那是因为我们像我讲到说我跟师母的关

系，我会有焦虑，是因为我没有被爱满足；耶稣基督同在的平安，没有深深地在我里面内化，

我就会有一部分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压力就出来了，不快乐就出现了。现在如果我懂得的话，

那我不会跟林师母有不愉快，不会不喜乐的，我会“没睡好，就被你吵醒了，没关系，快快

乐乐的，我要来教会来跟耶稣谈情，跟耶稣说爱。”——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 

感谢主，求主给我们有更多的，我们不只是要领受祂的恩典，我们更是要领受祂在爱我

们当中修剪我们。因为是祂所爱的，祂必修剪。被修剪是一个痛，但是这个痛过后才知道说

我们的生命在长进。为什么会痛呢？好像我讲过林师母不体谅我，我是觉得她没体谅我，那

不体谅我，我的自我为中心觉得她没有体谅我，自我为中心是觉得她没有体谅我，如果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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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内在生活我却不能够有这种态度，或者想法或者意念说她不体谅你，你不能够说她不体谅

我，你还是继续一样的爱她，有人就作不到，因为这很痛啊，明明是她不体谅我，而且不能

说她还要爱她。但是神说你要改变要弃绝你那个个性，那个自我为中心的，很痛啊，那是会

痛的，但是那还是要改变，还是要把自己修正过来，恢复神按着祂形像造我们的我，让神的

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 

我想我们安静，在主的脚前我们来安静。 

如果我们天然个性不卑微下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同行，我们要在天然性情当中自

卑。惟有自卑才能够与神同行。有一首诗歌是说《你要自卑，与神同行》，是在我们的诗歌

本第 28 首。我来唱这首诗歌。 

1.若你要得着这天上的救主，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日日牢记有条规则当遵从。你

要自卑，与神同行。 

副歌：你若自卑，必蒙救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入心境。（这里讲到喜乐。）

祂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 

2.正如同神在那太古的时代，与众先知常常交往以慈爱，祂还要来，若你合乎这条件，

你要自卑，与神同行。 

副歌：你若自卑，必蒙主相亲近。你若自卑，必得喜乐入心境。祂绝不肯同那骄傲人走

路。你要自卑，与神同行。 

3.正如同水之向下流到低处，照样我主是与圣徒在一处，快快痛悔，把你骄傲全除掉，

你要自卑，与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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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的意思是水是向下流到低处，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从无限空间跟时间的天上，降卑

往下来到人的世界，卑微的世界，罪恶的世界，这是主的自卑，主自己降卑而来。 

唱诗《你要自卑，与神同行》。 

我体会这个“自卑”就是周牧师说的不要去凭感觉，要从外面的世界回转进入到里面的

世界；这个自卑就是要我们把旧造天然个性完全对付掉，弃绝否定，这是个自卑，生命的自

卑。骄傲要卑下，因为神高举的是谦卑的人，骄傲的祂必折断。主要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一个

在生活上活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里面的生活，是内住的生活，也是内里的生活，

不是外面的。如果我们常常注意外面的，我们里面就缺少了、短少了；如果我们常注意里面

的耶稣基督的，祂的丰富丰满我们的生命，我们那个外面的感觉的生命就越来越少。 

愿主亲自帮助我们，在少数人知道过内在生活，我们就是耶稣的珍宝，少数的一群人，

我们就是这少数的一群人。有许多人不知道安静等候神跟内在生活。但是我们要持守祂，不

要后退。纵然我们受到挫折，也不要离开，也不要放弃跟随祂。那跟随到底的，必然得救。

（参马太福音 24:13） 

主啊，我们要赞美祢！主祢爱我们，在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当中，祢召呼我们，召寻我们

来与主连结，过内在生活。我们每一位在坐的都是祢的珍宝，我们是祢的珍宝，我们也看重

我们自己是祢的珍宝。我们越看重这一份珍宝自己的话，我们越越会被主祢来得着，而且越

多的得着。 

谢谢主，感谢祢的恩典，赞美主的恩典！赐福我们在坐的家人每一位，都行走在主同在

中，让主的灵在成为我们生活分分秒秒都连结在一起！愿主继续赐下祢的恩膏在我们内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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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训我们，常常让我们能够因着主祢的同在、生命的改变，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个快乐的

基督徒！哈利路亚！荣耀颂赞都归给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