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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2019 年 10 月 26 日   内在生活操练 2   林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今天这一堂课是秋季班最后的一堂课了，即将告一个段落。前面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我们都是对内在生活的一个真谛有一些的分享。 

我想周牧师首先在他的书里面，就是像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所说的，就是谈到“人不快

乐，教会不和谐，家里不和乐，主要原因是出在于人际关系”。那这个人际关系，为什么人

跟人的相处会不能够和谐？就是有太多自我意识，或者是自我为中心，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

说这是罪，原罪掺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够人与人之间摆脱那一些的捆绑——

这些天然人个性的捆绑。 

周牧师接着谈到说：“基本的原因就是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自己。”前面的课我都一直

都有在提这几句话。 

那我们要晓得“认识神”这件事，我们也常听到有牧者的分享说：你越认识神，就会越

认识自己；你越认识自己，你就会越认识神。这是一个相呼应的。 

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我记得我在过去牧养的教会里有一些老姐妹，她们的信仰根基非常

得好。她们常常鼓励我，因为这些老姊妹、老弟兄都大我 20 岁以上啊。这些老姐妹们常常

安慰、鼓励我，因为教会里面总是有一些生命比较不够成熟的，我们在推事工也好，我们在

开会也好，总是会发现弟兄姐妹和牧者之间的观念、想法落差很大，这些老姐妹就会安慰

说:“牧师你不要难过啊，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有大也有小。”生命大的，他们就懂得怎么样

子在圣灵里，顺服在圣灵里；生命小的，他就不是顺服在圣灵的里面，他是顺服在自己的天

然个性的里面，那当然他就会有纷争。 

这也是周牧师讲的：人际关系，也是生命的关系。生命有大有小，所以教会不和谐是这

个原因。还有家庭也是一样，家庭的也是这个生命的问题。 

我们华人像比较老一辈的大概就是：弟兄，家里的男人，是一个掌握了整个家的一个权

柄。所以男人跟女人在家庭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常常就是，如果你就是一个很权威、父权很

权威的家庭的话，爸爸说的算，妈妈说的还不一定算。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父亲用

他自己很权威地指挥他的妻子、儿女，这也是个性，也是一个生命，这也是一个文化所造成

的一个不和谐——以为男人可以主张一切，家庭就是要顺服他，每一个人都是。那现在当然

渐渐的走到这世纪来，我们看到男女平等，有人还刻意说“女男平等”，那都没有关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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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就是平等，在家里面也是要平等。但是最重要的，你平等也好，你不平等也好，如果家里

所建立的家庭是一个以福音为家庭的主要中心，以神为家庭的中心——那这个神为什么能够

成为他们家庭的中心？就是作父母亲的，你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降服在神里面？有没有让神

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主宰？那还是你自己的个性在成为主宰，所以家庭不能够和谐？ 

那说到“认识神”，今天是礼拜六的晚上，台湾礼拜六的早上跟礼拜五的晚上，我用了

几节经文就是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希伯来书》也谈到说“离开基督道理的

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参来 6:1)，这都在告诉我们跟神之间，你要去追求认识神。

（等一下我会把周牧师的书刊念一下，盖恩夫人的书念一下，就会更明白什么叫作更多的去

认识神。） 

那么认识神，他这里说是个开端，开端的意思就是开始而已。所以我们认识神是智慧的

开端，我们所讲的智慧就不是讲的一般知识、常识、科技等各方面，医学等的知识的智慧—

—这些都是神所赐的智慧，因为祂爱我们，要有这些专业的人，有这个不同专业的知识，好

维护整个我们的社会、国家、人群。但是这里所讲的智慧可能就是必须要跳过这些。 

那我想这个所讲的智慧就是讲的生命，我比较体会的是，“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是讲到生命跟神之间的融合、连结。因为人和神能够在灵里面有亲密的关系，才会领受到

神的智慧。那神的智慧很多，当然了可以说是“聪明智慧”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生命的

智慧”。“生命的智慧”，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恢复到神按照祂形象来造我们的那个生

命？我们的生命是因为原罪进入了之后，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切断了、分开了、隔离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恢复。 

那这里讲到这一个“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你认识神，就是要开始学

习、操练、对付你自己生命的一个开始而已，不是说你已经得着了。换一个词句叫作“成

圣”，我们信神以后，不表示你已经“成圣”了。“成圣”是有一个过程，“成圣”是必须

有一些的经历。“成圣”是必须你的生命在你日常生活的当中，生命跟主之间、跟人之间的

错综复杂的交换，或者是说冲突等等，然后去学习“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出主的生命出

来”。 

《希伯来书》第六章这里讲到说“离开道理的开端”，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认识神是不

能够停留的。如果你以为你受洗了之后就是基督徒了，以为就是拿到进天堂的门票了，你的

生命不用去学习，不用去努力，不用去对付，那你的生命永远就是一个小婴孩的生命，就是

一个小的生命。所以他这里后面那一句话说：“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进入到完全

的地步，那么“竭力”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很绝对地、很殷勤地寻求主， 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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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寻求主的面。这个是要得取，这个“进”，进出的进，中文翻“进”；原文的意思就是

要“去拿到，去得取，去获得”的意思。那获得什么？“完全的地步”。这里是指着说我们

要有到完全的地步，当然在地面上的我们是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很

多方面的。盖恩夫人所说的要“弃绝生命”；主也跟我们说：“你如果要坚持得生命，你就

要失丧生命。”(参太 16：25，可 8：35，路 9：24）祂所说的生命是指得世俗的、属肉体

的生命——你坚持你的个性，坚持你的脾气，坚持你的性格，坚持你的执着，那么你就无法

得到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天然、个性要弃绝它。《箴言》四章(24 节)就讲到说：

你要除掉邪癖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以弗所书》十四章 25 节说：要弃绝谎言。《歌罗西

书》三章 8 节说：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

语。 这一些你会从你的口说出来。主不是说(参太 15：11，可 7：15）：那吃进去的不会伤

人，但是你吐出来的，讲的就是你的这方面的语言，这些都是属肉体的语言，肉体的心思，

因为你有这个心思才会从口出来，这样口一出来就伤到别人了。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这里讲到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一些其实

更深入的去了解，就是：我们内在的生命不能充满了污秽，内在的生命不能充满了诡诈，内

在的生命不能充满了自私。因为你自我为中心、自私诡诈的话，你所出来的东西、所出来的

语言就是代表你的心思意念，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不能带这样的生命，这个是将来在审判

台前一判我们就被判到往下面去了。我们的生命是要被判往天上去，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弃绝

掉这一些所谓的生命中的污秽的，肮脏的自然生命，天然是老我老己的生命，我们要让它成

为“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这个生命(参林后 5：17），才能够跟主一同作王到千年，到永

永远远。(参启 20：4 下）  

《约翰福音》书就很清楚告诉我们（3：16）：因为神爱我们，耶稣来的目的也是要爱

我们。祂爱我们爱我们哪一个地方呢？祂不见得是爱我们的没有以祂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成

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侍奉出来的工。倪柝声弟兄就讲到：“不要想说要为神作些什么，乃

要想说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什么。”所以我们所作的一定要知道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

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源头而作出来的，将来神才不会说：你所作的，我从来不认识你。

(参太 7：23）祂会转一个话说，看到我们的生命所服事出来的果效，祂一定会说：又忠心又

良善，可以进来跟主一同坐席。(参太 25：21，23） 

这就是，地面上总有一天都要过去， 但是生命是到永恒。我们一直在加强这一部分的认

知，所以我想这个生命要怎么去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其实我们可以得着的。 

周牧师的书《基督徒的内在生活》，这是旧版，在 137 页那个地方，我可能要读一段，

因为比较能够完整。我相信我们每人都有书，也许你们也都读过很多遍了，或许都比我更熟，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再让我们来复习，到底周牧师怎么表达？我觉得这书非常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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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人家写到已经是，以我这个程度的生命来看，他这个书我看是无懈可击，找不到有什么

瑕疵、不够完美的。这书已经达到以我自己的体会是，已经太棒了！我来念，也许有人没有

书，那我们就仔细地来听。 

他说：“要得多少都可以。”我们要得着主，要得多少都可以。前面时间的分享，我们

都有讲到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对付，生命的弃绝，生命的否定——把自然生命否定之后我们

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也许我们如果成为《使徒行传》那里讲

的：基督徒应该先作门徒，门徒才可以称为基督徒。(参徒 11：26）那就是要天天钉死，背

起自己的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天然个性要钉死，才能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要

忘记了成为受洗的基督徒不是你受洗就得着了，而且要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个是非常地重

要。特别这个“死”在华人中是很忌讳的。特别是有过年有年节的时候，或者是有长辈在面

前的时候，千万都不能谈死。特别要警告小朋友：你今天是过年不可以讲那个字，讲那个字

你们红包就没有了。但是基督徒却是要谈死。这个基督的信仰，如果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

没有复活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就是没有。我们的神没有复活了，我们还能得什么永生？得什么

救赎呢？这是因为有死才有复活，没有死就没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主，祂的死就代表很多我

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必须经历那个死。那个死，我等一下再举一些例子。 

那这里我还是回来，我们来读这一段，好像要读到第 2 页哦，蛮长的一段啊。 

“要得多少都可以”，这是一个非常鼓励，也是给我们很有信心的，当我们的生命改变

的时候，你要得多少？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日本，好不容易周牧师可以跟我们去日本，因为我们从 2011 年我跟

林师母就要去日本，去带这个内在生活的‘人修会’。那一次，要回程的时候所有同工都走

了，剩下我跟林师母跟周牧师，我记得还有一位姐妹，但我忘了是哪一位，坐在机场候机室，

跟周牧师在话家常啊，（我们跟周牧师，我们都会想到跟周牧师在一起大概他都会讲圣经、

讲内在生活、讲安静等候神，不一定哦，他也会跟你话家常）然后他就是谈、谈、谈就拍我

的脚说：“你要多多分享，因为丰富的神很丰富，你不要怕说分享了就没有了。”他说：

“神很丰富会给你。你越分享祂越给你越多，你越多分享，祂会给你更多。”这个就是，

“要多少就能得多少”。 

OK！好，我们来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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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入和享受有更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

也是祂的明确可靠的应许。在台湾忠心侍主三十多年的加籍宣教士荣耀秀姐妹在世时常对人

说：“你要得多少耶稣都可以。”（You can have as much of Jesus as you want.）她的

意思是：你若想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要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 

所以，进入丰盛生命的条件，第一是：要渴慕多得到耶稣；先要有一个强烈要主的愿望，

第二个：要竭力追求，要有实际行动，要愿意付代价，与志同道合、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

如此才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圣经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祂。”（何 6:30a）许多基督徒的灵命

没有成长，没有活出那丰盛的生命，唯一原因就是他们信主之后，（我刚刚也讲到了）没有

在继续追求进深，更多认识主。 

接着周牧师又说：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寻求神，要专心寻求祂，神说“你们若专心寻求

我，就必寻见。”神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祂”。认识主和得着主是同样一件事，但这是需

要继续不断追求的。竭力追求更多认识主，这是我们进入丰盛生命的基本条件。 

使徒保罗的生命所以如此丰盛，他所得到的启示如此之多，其秘诀乃在于不计一切代价，

将万事视如粪土，以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为人生目的。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乃是竭力追

求。”（参：腓三章 8 节)（这是保罗所说的。） 

我们如果都像保罗这样，把追求认识主这件事列为首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并将世上万事万物，看为平淡，看作粪土，我们也必能得着像保罗那样丰盛的生命和启示，

因为神“乐意将祂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参腓 3:8-11，加 1：16） 

我想就读到这里。这里面周牧师一直引用经文来告诉我们，要竭力认识我们的主，不断

的追求。我们从 2006 年认识周牧师到今天这 12-13 年，这当中我们知道这一份非常宝贵，

这么宝贵的一份神给我们的资产，我们就推荐很多的牧者来到这一个周牧师在台湾的特会，

那有一些人就走到直到如今仍然跟我们一起，但是这当中已经走掉很多人，因为他们所认为

的是这一份的追求，只是不过是一个很多教会事工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也觉得也很重要，有

来参加特会，经过周牧师的信息教导、课程教导之后，他们有认识这一份，安静等候神过内

在生活，所以也有牧者回去也有在推，但是他推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他们教会很多事工当中的

一小截，也有一点点的安静等候。主要他们还是觉得事工比较过重于这个等候神使生命能够

与神有亲密关系更重要，事工比这个还重要。但是神却是，这个亲密关系更重要，过于我们

所能做的。所以有时候也有一些牧者是觉得，这个安静等候神，过内在生活是一个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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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关起来啊，好像进入修道院与世隔绝，那个事工推展，各方面都断开。其实我要讲的，

道成肉身是入世。有一本书是罗云，是一位天主教的一个神父所写，他有一本书叫做《向下

流》。 

第二部分  00：30-01：00 

有一本书是罗云这一位天主教的一个神父所写的，他有一本书叫作《向下流》。这本书

他讲的就是入世。基督教，我们三位一体的神是入世的神，是从至高无上的天上降卑到世为

肉身，成为人，在人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不以与神为同等，而降卑，而且虚己，钉死在十

字架上。（参腓 2:6-8）祂说：衪来，不是什么？不是来让人服侍，祂来是帮门徒洗脚的，

祂来是要来服侍人的，已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向下流。（这个书的名字是这个意思。但

我现在忘了，因为在架子上这一阵子一直找不到那本书到底放到哪里去了。） 

我想我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有一些分享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被主得着我们的生命，

使让我们的生命有主成为我们的源头，然后服侍出去。那就是会，绝对是一个好生命的事奉，

是牺牲、舍己、无我；不是为了要建立自我的王国，建立自己的荣耀，建立自己的一个辉煌

的成就——保罗就讲到这些都要过去的，这些都会过去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还是昨天，礼拜五晚上我举了嬷嬷德瑞沙，这是天主教的德瑞沙，她为

什么一个在修道院进修的人，她能够作这么多？到那个麻风镇的，艾滋病的，这些孤儿，这

些穷人家，她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因为她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

己的责任。这是什么？因为她里面满满被耶稣厉害的占有，成为她一个源头的力量就出去服

侍。看这世界，她作多少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有嘉义基督教医院，我们有屏东基督教

医院，我们有三化基督教医院，有玛加医院，有太多，这些是什么？这都是“入世”，当时

一些宣教士来到台湾所作出来的。这是一个“入世”。所以这一些我讲的这一些人，我们去

看看他们的生命，就知道他们能够在台湾，服侍台湾的这些当时非常穷困的老百姓。吃饭都

要躲在蚊帐里面吃，为什么？因为那个苍蝇挥之不去，太多了的那个环境，他们来到台湾，

把自己的生命埋在台湾。这一些人，看看他们的生命是什么？他们都是爱主，爱主，爱主，

让主大大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源头。 

所以，安静等候神这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手段，它是一个生命，它的目标是耶稣

基督自己，不是别的。 

使徒保罗的生命所以如此的丰盛，他所得到的启示如此的多。27 卷新约里面有 13 卷是

他写的，其秘诀在哪里？就是他不计一切的代价，将万事视如粪土，以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为

人生目的。这就是安静等候神，过内在生活的目的——得着基督，得着耶稣。耶稣以外，其

他的都不是。那我想如果我们都像保罗这样的话，把追求认识主这件事列为首要，以认识耶



2019JMI 秋季班   内在生活操练   林牧师 

7 / 15 

稣基督为至宝，并将世上万事万物看为平淡；这不只是万事万物看为平淡，我们生命中的脾

气、个性、天然性情也要放下看为平淡。 

我举几个例子。我跟林师母不晓得多久前我们在杨梅市场，那市场里面有卖丸子的，鱼

丸、贡丸等等什么丸子。我就想说：“哎呀，要买一点回家作汤。”台湾市场有个习惯，就

是会给人家试吃，用牙签插上试吃的，他是把一个丸子切成 4 片，然后插入给人家试试，当

我走啊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这个人不是那么爱吃的人，那么爱贪便宜的，平常人家试吃

什么，我都很少说去跟人家抢着拿。）那一天我是想说这个是新来我们市场卖的，不是以前

的，是不认识的，不是熟悉的人，所以我会伸手说想试试看他的东西，当我伸手的时候他竟

然跳过我，不给我，他收回来，然后给我后面的人吃。好 OK。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

你会不会觉得闷闷的不高兴？你会不会觉得闷闷的对这一个人生气？其实当时我也没讲什么，

我就走了。但是几个礼拜后他又来卖，又是他，那我也想说买个丸子，但是看到是这个人在

卖，我就跟师母讲的：“哎，我们往前走，我们不要跟他买，不要跟他买。”因为我心里面

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上次他竟然好像把我羞辱了。OK，这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只是

把物看得平淡，也要把事看为平淡，看作粪土。因为我就是生命里面的天然人性情跑出来了。

这是一件事，OK。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两三个礼拜前，我在跟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同工在网络上开会，开会

的时候，我用平板，现在我也是，因为教会没有网络，我用我的手机开网络给平板分享，给

平板上网。（那刚刚有人打电话来，我就很担心网络会断掉。因为一有人打电话，我这个平

板就断了就会掉线。）那一天很重要的开会，讲到很重要的事情之后，有一个电话来了。这

一个电话来，我一看，哎呀，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那我们教会这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忧

郁症，她经常必须需要药物来让她稳定。她有时候常常是讲话无厘头，精神也不好。那她打

电话来，我说：“唉呀，糟糕，”那我一看平板的网络，我知道“哎呀，掉线了。”那我就

赶快跟她说：“我现在在开会，你有什么事你赶快说，你赶快说，因为我在开会，我要赶快

挂断，因为我这个会议讲到很重要的地方，你快点说。”她斯理慢理的慢慢的讲，她讲话不

能快，那我就说：“快点说，快点说。”因为她把原委——她女儿不在了，她一个人在家，

她那个卖菜说今天没有来——她都讲这些，我就说：“你直接讲你要作什么，不要讲这些，

你直接讲要作什么？”她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买水果？”OK,我一听有点傻住了，

“哎呀，我这么重要的开会，你竟然打电话来叫牧师帮你去买水果。”第一个我有感觉到：

你叫牧师去买水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丝丝的意念已经离开耶稣基督了。那我就告诉

她说：“先挂断，我有时间再跟你那个。”后来当然是我们下午的时候，师母就骑摩托车去

帮她买水果送过去给她。这个事情就看到，我是不是天然人的生命就出来了？天然人生命就

是，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她真的有点冒犯我了，我被她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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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告诉我们说“要看作粪土”（参腓 3：8b），这是不容易的。人，我们总是有理由

有借口：“人么，我们不完全，我们软弱呀。”、“我们是一个本来生命、天性就是这样，

个性也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人都有情绪的。”——不要为自己找借口。那一天她就接

着打电话去跟我大女儿、大女婿去告状说“牧师对她讲话好凶”我听了之后我就知道说：

“感谢主，不是她要悔改，是我要悔改。”这样子的，大家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那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礼拜四我去台北，在台北福乐等候神服侍我有讲这个例子。 

我跟林师母我们要送我们的孙子去，因为我们最慢 8:30 一定要出发上高速公路，要不然，

如果有塞车的话，我们赶不到十点前到台北。所以我们就把孙子带着，很早就出门，经过高

速公路下面的涵洞，我们走小路，我们没有走大路，走大路会塞车，那个是我们偏路，是杨

梅人才知道的路，别的市区来的人不知道那一条路。我们走那条路过那个涵洞的时候， 师母

因为我们教会对面，开始已经在动工在建运动公园，国家运动公园，那这个马路都会扩宽，

那个涵洞听说也会扩宽。那林师母讲了一句话说：“啊，这个以后会扩宽呢，只要把那个洞

打大一点就宽了。”我一听：“唉？怎么把洞打大一点呢？”心里面虽然没有骂她没有说她，

但是我觉得不对啊，这是大的水泥块搭起来的，如果把洞打大一点，换句话说把水泥打大一

点，变薄了，那是不是会塌下来。我就看一下林师母：“你说的对吗？你怎么？没知识也要

有常识啊，这一打就垮下来了。”虽然我并没有说要刻意去羞辱、看轻师母，但是师母听我

这么一说，你知道吗？她心里面受伤了，她觉得我轻轻的话对她来说是很重的，她觉得我歧

视她没有知识、没有水准。 

这是盖恩夫人、圣经里面刚刚举的那些例子，那些经文的例子，——要弃绝！ 

我跟随周牧师啊，跟这个老师跟了十几年，在微小的问题上，我还是有问题，生命的问

题。所以，更何况，如果你不是一个决心决定要走内在生活的人的话，那生命将来一对照，

真的，你才会知道说：“原来我的问题，多过于我所知道的多，超过我所了解自己的多。”

所以周牧师说：“认识神才会认识自己。”你如果不认识神就无法认识自己。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不要有借口说“理所当然嘛，我人的个性嘛，人本来就是这样嘛”这都不是理

由。如果这是理由的话今天我们圣经里面没有保罗这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是为自己找理由，

那保罗这 13 卷书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让神大大的，像

荣耀秀教士说“要厉害的被耶稣占有”。 

我这里也顺便提一下盖恩夫人，她怎么讲这些事情。我想，首先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怎么去转变、改变。因为改变，是改的越好，不是改的越不好。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

的话，是越来越好，越成熟越有基督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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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盖恩夫人在（《与神联合》）第一章吧，这是她的一个开头，这个开头我觉得很

重要，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如果这些观念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怎么在

过内在生活。 

OK，我把它念一下好了：“你走神的道路是从你重生那一天开始的。重生是转变的一个

起点，”而已，不是已经得着了，不是已经达到了，成圣了。 

“是在神的道路上迈开第一步的标志。从那一刻起，你这个人开始活了，而且开始倚靠

他的恩典而生活。”  

“你自己的灵，就是人的灵，它是在你里面的最深处。这灵被圣灵碰了一下，就被点活

了。从此开始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是你的灵要求魂镇静（魂要安静下来），要求魂倾向并

服从灵的指挥。” 

这怎么说呢？可能要解释。如果我们的魂，大概都是有牵涉到脑，左脑右脑这些感情、

智慧、知识，这些艺术、语言等等，这是魂的部分。这里面不是魂不好，也不是魂不重要。

如果不重要，神不会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魂，你要怎么样用这个魂，这才是重要的。

不要让魂任意发挥，那真的是天然人的生命。 

“就是你的灵要求魂镇静，要求魂倾向并服从灵的指挥”就是当你的魂越安静，你的魂，

你的执着，你的意志力，你的自由意识，你的个性，你的脾气你越强，灵就越没有。当这些

愿意一件一件的抛给主，从我们里面倒空的时候，我们的灵才会越来越活。因为这个灵跟圣

灵的连接的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接着念： 

“就是你的灵要求魂镇静，要求魂倾向并服从灵的指挥。这样，你就发现神已经进来，”

我刚刚有讲到说‘当魂安静下来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魂可能代表不只是知识方面的、智慧

方面的，这个艺术语言方面的，这魂里面最多的，很多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天然性

情，这一些越安静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越出现、越活。灵的活，就是因为跟神的连接，我们

就连接神，神就占有、进入到我们里面。主不是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 （参约 17：

21 节），祂也在我们的里面。刚刚这上面有讲到说“在灵的深处，被圣灵一碰我们就活了。” 

好，我接着啊：“这样，你就发现神已经进来了，居住在你这个人的中心，这样你就发

现，神已经进来。就居在我们的中心。”接着怎么说：“自从神更清楚的显现在你里面的深

处以后，你的灵就要教导魂，使你知道除了在你里面之外，不能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神。此

后，神将要在你里面而且必定在你里面被你寻见，也只能在你里面使你得着享受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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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有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这本书？那我想我觉得很重要。我再读一遍，因为这一些，

再看周牧师的等候神《基督徒的内在生活》那本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观念思想都

一样的哦。 

我再念下面这里：“这样，你就发现神已经进来，居住在你这人的中心，自从神更清楚

的显现在你里面的深处以后，你的灵就要教导魂，使你知道除了在你里面之外，不能在其他

任何地方找到神。此后，神将要而且必定在你里面被你寻见，也只能在你里面使你得着享受

和喜乐。” 

说“叩门为你开门”、说“寻找要被你寻见”（参太 7：8 节）大概我们的观念、思想

停留在一个世俗的，属世界的观念。叩门，就是因为我们的缺乏，我们需要主的祝福，需要

主的爱，我们叩门，祂就来怀搋保抱；我们来寻求祂，来寻求祂的面，因为我们受伤了，我

们有需要安慰了，我们需要寻求祂的祝福，在我们的供应等等方面，我们来寻求。不是只是

这一些而已！ 

这个叩门，是我们的生命进入，愿意降服，让神敞开自己。你越把自己灵深处敞开越大，

这个门越大，我们说向主叩门，也就是主在叩我们的门，我们就会跟神连接，我们就会寻找

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盖恩夫人后面还有一些（话）我也觉得这些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在 40 页跟 41 页里面

的，盖恩夫人讲的，这个都跟周牧师的《内在生活》的那本书都有相呼应的。 

她说“主已经改变了人的灵，祂要逐步向外（主要逐步向外），直到魂也变成像灵一样。

魂也不能再与神分开。” 

我刚刚有讲到说这魂不是不好，要让魂能够让神的灵也掺进去，跟灵连结在一起。 

“那这样看来，这信徒里面的每一部分都成为神的了。”。她说‘都成为神的了’大家

不要误会，以为我们要像一般的信仰就是说‘要修道成仙’不是我们成了仙，而是我们有了

神的生命。 

“为什么呢？因为魂（已经进入他最初的源头，已经与万有之主重新联合）已经进入神

的里面了。” 

所以，耶稣说“祂也在我们里面”（参约 17：21 节）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是要住在

我们的身心灵，或者说灵魂体的里面，祂不只是在某一部分，是我们全人的部分。你的身体，

你看周牧师在《安静等候神》那里有从一些医学的统计，等候神的人身体健康，你看太忙碌

的人什么“三高”都来了。这是一个灵魂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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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再到第 40 页，她还讲到说：“如果更深入了解这属天旅客的前途到底如何，在

主里面的经历会教导你其余的一切。” 

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耶稣是一切的答案，一切问题的答案”，周牧师也一直在

强调“我们所有一切人类的问题答案都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得着耶稣就得着一切。这

很重要。我们不要在外面去寻找答案，答案就在基督里。 

好，那怎么去得着呢？她说“信徒的改变成为比这里所叙述的情形更完美是否可能的呢？

如果是可能的，那么这个信徒会发现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有份于神的无限。”刚刚我们在谈的

话的内容就是周牧师讲“你想得多少就能得多少”，这是荣耀秀教士也这么的提。你不要自

己设限自己，就像我们在日本机场周牧师跟我讲的话‘大量的、尽量的去分享，不要保留，

去分享去祝福人，神会再更多给你’，所以你要多少就能够给多少，因为神是无限的（参约

3：34b） 

“他将发现里面有了一个向外扩张的性能，它要向每一件事物发展。他经常会觉：整个

地球与他所经历的奇妙范围比较，地球不过是一个小点。”神的无限，地球只不过在神的无

限当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因为他越认识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的生命就会越大。生命有大

有小，我们的生命就越大。我们生命小，读经就是那么小，生命大一点，读经、对圣经的了

解，圣灵的了解就会更大。你有多少斤两，你读圣经的体会就有多少。所以我们要有无限大。

所以有很多人读经读不懂，那就是要学习，生命要扩大，你的生命要成长，而进入丰盛跟成

熟，你读经才会看出以前看不懂的，看不到的，你会越来是越丰盛。 

好，“神的旨意要扩展他的重生的灵和他的魂。人的灵和魂现在几乎已经合而为一，如

果这扩张能继续，魂就要完全消失。”因为已经都结合为一在灵里面的，跟圣灵的里面了，

“我们与父原为一”（参约 10：30 节）所以，教会不合一也是一些生命的问题。 

我接着读下面这一段，我慢慢读，因为他太重要：“我们的灵要带领我们改变。灵要作

你的中心，就是你的才能、你的意志，都要和你的灵联合。” 

这个联合是什么？就是不能分开了。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会用我们属地的、属世的才

能和意志，来处理事情。为什么我们会看别人不好，会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我们都是自我

为中心。当这一个自我为中心消失了，而融在圣灵的里面的时候，（圣灵不会自私，圣灵不

会自我为中心，）所发出来的，以圣灵、耶稣为源头发出来的生命，就看不见自私，看不见

你的执着、顽梗，这些都会消失掉的。 

第三部分  01：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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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改变越多，他的灵和他灵里面的意志，也就更深进入神的里面。魂的行动和工

作都在神的灵里面，神的灵的意志代替了信徒的意志。”结合了。“就是这么自然，有时候

信徒可能无法区别。”我们为什么要寻求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们为什么要等候神寻问神，

让神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到底我们要不要这个特会？到底要不要作这个事工？我们要跟圣灵

联合到成为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的感动一直成就在前面，以至于我们原来那个意志都不

见了，我们都顺服了，顺服圣灵。这就是周牧师强调的跟随圣灵。跟随圣灵，跟随耶稣，跟

随圣经。不再是跟随自己那个强烈的意志力。所以，“主会不断地选择一些极不平常的圣徒

作为牺牲品。”我想，读到这里就好。 

过内在生活，实际就是一个灵修的生活。我想这个灵修生活，就是你跟神有一个连结、

亲密关系的生活。与神连结、亲密关系的生活，这些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就是建立在你的魂

要不见，你的魂不见，你的灵要让神的灵连合起来。你要连合到灵的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外

在的生命要连结到。刚刚我举了例就看到我生命中有掺杂的一些杂质，这些杂质要放下、要

看为平淡，所以才能够跟神有联合。亲密的关系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我了，不再是我了。过

去喜欢批评论断，看这个人穿着怎么样那个人穿着怎么样，今天这个长老说话怎么突然换了

一个样子怎么样，等等的，那些在我生命中不再有，平淡了。别人的一些行为，你不再会被

挑起来，不再会有脾气、个性出现了，情绪不会受影响了。这就是一个与神联合的生命。因

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就是成为我们与主亲密关系的阻碍，它拦住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

所以，我们跟神有亲密关系，我说是一个灵修的关系，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也是一个祈求祷

告的关系。 

我们的祈求祷告，常常会以为跪下来，然后开口，然后一直不住的祷告祷告说说说，一

直一直分享一直求。这个是祷告没有错，有时候我们需要如此祷告。但是过一个内在生活，

纵然你没有选一个地方跪下来祷告的时间，祷告的机会，不能够失去跟主祷告。你在行走，

你在作菜，你在服侍，你在这任何的地方作任何的事情都要在灵里面跟主保持那一种交通互

动的关系，那就是一个心灵里面的意志、意念，心意跟神的连接、对话。有时候我们为某一

件事情来祷告，除了我们公众一起来祷告，除了我们私下为这件事情很迫切的，情词迫切的

很认真的祷告在跟神祷告。我们平常我的习惯就是，这些祷告过去以后我不是就停止祷告了，

我还是每一个意念一进来，早上为某人祷告的那一件事，不知道有没有改善，我就是说：主

啊！你要帮助他，因为他需要你！——在心灵里面、在思想意念里面跟主的对话，这个对话

也是一个祷告。不一定你会嘴巴讲出来。如果你在公共场合，是一个工作场合，你在那边工

作工作突然说：“主啊！”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你在心灵里面确是跟主连结的，联合

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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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看到一本书，是天主教的，他说要保持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通过那个灵里面的祷

告。当然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那里面讲到方言的祷告是在灵里面的祷告，是从

灵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感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然后我们人类的语言没有办法突破你跟神

在灵里面的交通，我们就用语音出来了，自然而然的就方言出来了，这个祷告是在灵里面的

祷告。当然我们不能够在公共场合用方言祷告在那里祷告，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精神

上有点儿问题？当然我们在自己家里，在教会里面，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是一个恩赐，但

是方言祷告不是一个工具。方言祷告也是个生命。当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圣灵充满，我们都

知道圣灵充满才开始有方言。保罗一直讲到说：“我方言祷告比众人多。”（参林前 14:18）

表明保罗是一直保持与主亲密关系，他才会有很多的方言，讲方言比别人更多。所以我们的

方言祷告，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工具。我们为某件事情，每天要祷告多久，有很多牧者讲究这

一份，那我个人的体会是：不一定是这样子。你的祷告是随时的，24 小时有时候晚上睡觉作

梦都在祷告。睡眠没有影响，这是偶尔不是常有，是有的事情。 

求主赐福，今天我们秋季班的课程结束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那

个连结的生命是什么。那周牧师的书，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一般属灵的书籍，一般灵修的书

籍。以前没有认识周牧师，我有读过这本书，还有盖恩夫人的《简易祈祷法》那一些书，实

在说，有读没有读懂。因为我生命不到那个程度，不知道等候神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内在

生活的生命，过在内在生活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以前是随己意而行，现在要学习的是随圣

灵的意思、意念而行。所以周牧师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教导我们：要跟随圣灵。《跟随圣灵》

那本书要看。它几乎也是周牧师的一个传记一样。读起来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你会看的时

候一直想更深的看，更深的看。像这些书不是把它看过就好，就把它搁在那个书架上，这些

书偶尔会翻出来看，每一次翻出来看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启发，都有新的被启发。 

所以，主在这一份，我们这一份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资产。从宗教改革以来我们所失去

的，如今渐渐地有很多人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操练，那个生命就成熟得很快。 

我们也知道说贵格会的开始，开始要建贵格会这个教派的时候，那个牧师什么名字我不

记得，他就是受到这个影响，说要建立一个能够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一个教派，那当然后来一

代一代一年一年，一代一代的走，走到今天的贵格会，好像跟起初那个贵格会好像都不太一

样了。因为我有贵格会很熟的这个牧师朋友，他们的教会也请我去讲过几次的道，所以我很

了解。他们现在很热闹，敬拜赞美，这个乐器很多样。这个不是不好，不要误解，我以为、

我在说这个“不好”，一切都要从心而发，如果你敬拜没有从心而发，这些都只是一个外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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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我想我们的时间还有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应该要有一点安静。让我们

有一点安静，晚上，台湾时间这个时候是晚上，听到的我们再去思想，再去反省，再去重新

去把你觉得是有帮助的，有重要的要记得。 

还有就是说，我知道现在分区的负责人，这些非常负责任的这些这个同工、家人，我已

经看到好几个分区都在催那个心得报告啊，也不要忘记写心得报告，因为周牧师很希望看到

我们的学习，他从我们的学习就知道我们这个课程，有没有帮助？你的生命从这个课程里面

是不是有学到东西？这个是周牧师他很希望我们有心得报告给他。 

好，我想我们就安静一点时间，让主再一次把我们听了这么多的分享，一个多小时的分

享，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的收回定睛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此时此刻，只有耶稣，这个时

候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跟你单独的相处，这是一个在灵里面独与基督独处的时刻，或许祂有话

对你，或许祂要向你显现，或许祂要向你启示更多祂自己。 

（1:14:14-1:15:19 安静。） 

我想用一首诗歌来作为课程的结束，一个回应。这是在诗歌集第一集的 26 首，《耶稣

你的全胜的爱》。 

唱诗《耶稣你的全胜的爱》。 

求你烧掉我罪，圣灵满我心内，而且烧掉所有卑情下品，最后一节说，基督成为我的世

界，我的全心成爱。 

这首诗歌也正反映出，周牧师叫我分享这一季，我曾表达过，我自己接到雅玲要我分享，

我是有点惶恐，我开玩笑跟雅玲回了一个，说，我心中无笔墨，哪能去教人？其实雅玲是知

道我喜欢跟她有一些内心的对话，其实我的惶恐是，我真的我还在学，我有生命中许多的软

弱，说作老师实在我自己不敢当，只不过说在肢体里面分享我所生命经历或者是我得着的，

我只能说，我只不过是分享而已，是跟大家一同勉励一起成长。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坚

持走下去这条路，它才能够使我们到永恒，这是主给的路。 

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要在我们生命中学习的过程里面，主啊，你要让我们有敏

锐的灵，敏感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常常在你的爱里面被修剪，也

能够常常在主你的爱的里面被你来管制。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一个出世的不是入世的而已，

是一个出世的能够活出来，能够把自己的，让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说话，见证这一位内住在我

们里面的这一位主，让我们去表达去活出来，去充分的让人家从我们的生命看见。主啊，这

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这个传的福音有深有浅，主你让我们传的生命的福音，主啊，你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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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谦卑能够跟随圣灵，按着圣灵的引导把生命呈现在世人的眼里，让我

们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者。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就上课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