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課 ND-306《內室的生活》 

于宏潔弟兄 2014 年 3月 30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太 6:6) 

 

禱告： 

主，謝謝祢，我們把底下這段時間交在祢的手中。每一次在祢座前受教都是我們心裏最

喜樂的事。主啊，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深處說話，把我們從一切的膚淺、不成熟、軟弱、有限

的裏面釋放出來，把我們帶到更高之處，讓我們的腳步能夠上行又上行，讓我們的生命能夠

成熟又成熟，讓我們能夠與祢更親、愛祢更深。幫助我們在《被改變的關係》上，持續地進

步。謝謝祢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這個階段的大主題是《被改變的關係》，重點是我們怎麼樣跟這位至高的 神之間有真實

的關係。所以，禱告，是講到我們跟至高者之間的相會和對話，怎麼樣能夠在人和 神在聖靈

中相會而且相交。前兩次我們講到《擘餅記念主》，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奇怪：講到跟主的關係，

怎麼會講擘餅呢？其實我們越瞭解擘餅的意義，就會越知道這對幫助我們對跟 神之間建立起

真實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們要講《內室的生活》。不要以為是先外面需要一個房子、一個有形的（physical）

建築，然後在那裏面有一個內室的生活。有一個人在改造（remodel）他的房子的時候，他特

別在後院蓋了一個小木屋。他說他要像摩西一樣，在那裏單獨跟 神面對面 —— 每天可以離

開家、離開廚房、離開吵雜的孩子、離開太太的嘮叨……躲到那個房間去親近 神。如果你有

這個能力蓋這個房子，那麽我也不反對。但是，重點不在於外面有沒有這樣的房子，而是在

於我們是不是能夠有內室（inner chamber）的生活。 

內在的生活，也有人稱之為紮根的生活，因為根是外面看不到的。我們雖然在外面看不



到根，但是它卻是這棵樹能不能耐得起風暴的摧殘跟考驗、或是這棵樹能不能真正地長得好、

長得高大尊貴的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學植物的人告訴我們，一棵樹本身的根跟它外面露出來

的樹大概是一樣的長度，所以這個根是它穩定的力量。風暴來的時候，根如果不夠深的話，

風暴一來這棵樹就倒了。 

我 2002 年到北卡葛理翰佈道營去當講員的時候，經過北卡一個鎮（town），非常漂亮，

整條街都是大樹。兩旁大概每過二、三十公尺就有這麼一棵樹。但是中間卻有幾棵樹斷了，

倒在那裏。接待我的弟兄跟我講：這條街原來是我們整個鎮最漂亮、最吸引人的街。但是前

一陣子突然來了一場大風暴，同樣的一條街，有些樹站住了，有些樹卻倒了。這幾棵倒的樹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的根是橫向長的，沒有往下長。因為可能底下有土淺石頭地，

讓它們沒有辦法深入。 

所以，紮根的生活是讓我們能夠耐得住風暴、經得起考驗、剛強站住的一個很關

鍵的因素。很多人在難處面前一下就倒了；在試探面前就倒了— 因為根不深、不夠真

實。 

那麼根的另外一方面呢？植物系的人還告訴我們，雖然根穩定的力量是靠老根，但是根

的養分不是靠老根，而是從每一個根最新發出來的細芽來吸收養分的。不管是水分或是土裏

面的養分，它都是靠那個最新、最嫩的根的末梢吸收養分。所以樹能不能挺得住風暴、挺得

住考驗，舆根夠不夠深發生關係；同樣地，這棵樹長得壯不壯大、茂不茂盛、好不好，也是

靠它的根。所以，這個叫作隱藏的生活，或者叫作內室的生活。 

 

一〃內室生活的重要  

 一個沒有穩定內在生活的人，必然是外在生活的奴役 – From Unknown 

Christian  

我很多年以前在一本書上看到一句話：一個沒有穩定的、真實的內在生活的人，

一定是外在生活的奴役。這本書沒有標明作者是誰，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誰講的。我



們這個人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摸著，就是會被攪擾。這些事情很容易摸著你，我們很容

易就煩躁，就被攪擾，就憂慮，就生氣，就埋怨 —— 這是現代生活人常常有的寫照。

我們整個人好像很容易被摸著，被攪擾（disturbed）。而且我們這個人很容易被壓垮，

因為我們承不住風暴、承不住風雨的摧殘。 

所以，主耶穌講完登山寶訓的時候，祂說：「24 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

上。25 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

上。」（太 7:24-25）雨淋、水沖、風吹這三樣東西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持續地

（continuously）。你不要以為雨是小事，我們現在是缺雨，所以巴不得來雨。如果雨

是持續地打下來的話，會有山崩（slide），或是泥石流。不久前在華盛頓州

（Washington）就是因為下雨引發山崩（slide），把很多人淹死了、埋死了。  

最近有一個電影裏有個片段，就是 2003 年的海嘯（tsunami）來的時候，它打到

泰國的普吉島（Phuket）。海浪一過來，所有的東西都被摧毀了：玻璃壞掉，房子壞掉，

樹倒掉，車子不見，都經不起水沖。同樣地，持續的（continuous）風吹也會造成破壞。

他說：撞著那房子。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們自己裏面力量不夠的話，我們這個人就

被壓垮、就承不住。 

第三方面就講到我們這個人很容易被打敗。在試探面前、在仇敵面前，我們站不

住，因為我們缺少了根。所以內室的生活、內在的生活、紮根的生活，通通講到

在外面看不到的時候，我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在別人面前，我們可以裝得很好；

在別人面前，我們可以各方面都很得勝。像最近報紙上也常常報道很多的基督教的領

袖跌倒了，我們看了也很著急、很難過：怎麼可能四十年的時間活在罪惡裏面，但是

卻能夠建這麼大的教會，有這麼大的服事（ministry）？我們都要在主的面前很謹慎小

心，沒有一個人可以誇口的 —— 這是消極方面。 

現在我們講積極方面，我在這裡只列四個點。 

 「內室生活」的目的：  



1． 親近 神、享受主－「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

遠的福樂」 (詩 16:11) 

第一個講到有這樣內室的生活，我們跟 神之間有單獨的面對面生活的

時候，第一件事情就讓我們來親近祂、來享受主。《詩篇》第十六篇說到：

「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地上的喜樂常常不滿的、不過癮的、不夠的。地上的福也常常是有限的。

只有在主面前是滿足的喜樂、是永遠的福樂。 

 

2． 個人蒙恩、蒙福的機會－「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

的，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詩 65:4；73:28a) 

第二個講到內室的生活是我們個人蒙恩、蒙福的機會。《詩篇》第六十

五篇第四節說：「你所揀選、使他親近你，住在你院中的」就說到跟 神

之間特別的關係，他不是住在遙遠的地方，要來朝聖的；他也不是住在外

院，只能夠在旁邊窺探，只能夠看一眼的；他是直接進到院中，直接住在

殿裏。「這人便為有福。我們必因你居所、你聖殿的美福知足了。」

我引用的經文都只是代表性的，其實是很多的經文可以引用的。 

《詩篇》第七十三章第二十八節也是非常寶貴：「但我親近 神是與我

有益」講到親近 神這件事情是蒙福的事情。在講這句話之前，第七十三篇

有幾節的話是我們很熟很熟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

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詩 73:25）這條歌我們很熟，後面講

到：「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



分，直到永遠。」（詩 73:26）當他講到這樣境界的時候，底下就講到：

「但我親近 神是與我有益。」（詩 73:28） 

在我身體不好的時候，這首詩歌唱得特別有感覺。每一次很累、頭很

痛的時候，就在唱說：主啊，還有多久回家？還有多久可以脫下帳篷？有

時候就這樣唱，但是唱到這個的時候不會消極的。雖然外面的肉體逐漸衰

竭，雖然外體一天朽壞一天，但是希望我們內心一天新似一天。雖然「我

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 神是我心裏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

到永遠。」（詩 73:26）這是親近 神的人特別享受的。英文有一句話說：

如果沒有園丁的話，就沒有花園 ―（No gardener， no garden）。而我們整

個人生要怎麼樣能夠活得豐盛、美麗；活得不虛此生、榮 神益人，

我們都需要跟這位園丁（gardener）有很好的關係。活在祂的面前，

接受祂跟我們親密的關係；接受祂在我們身上的製作；接受祂在我們

身上美化我們，讓我們真的是一個美麗的花園（beautiful garden），這

一生能夠豐豐富富地帶去給 神。 

 

3． 聖徒得力、得勝的祕訣－ 仇敵最怕的就是地與天真實的連結 (枝

子連於葡萄樹 ) 

第三個講到是聖徒得力和得勝的秘訣。仇敵最怕的其實就是地跟天

之間的聯結，因為什麼時候地跟天是聯結的，什麼時候仇敵在我們身

上的詭計就要失敗；什麼時候地跟天是聯結的，我們就在主的面前得

到了天上來的力量、得到上頭來的恩典和祝福，讓我們足足可以得勝

有餘。所以《羅馬書》第八章他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饑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



危險嗎？是刀劍嗎？」（羅 8:35）他講完以後，他說：―沒有‖

（none/no）—— 沒有一件能夠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他接著就說：「靠

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8:37）所以

當我們跟天是聯結的時候，不是說仇敵的攻擊是假的，不是說仇敵的

攻擊的力量就減少了，而是我們裏面的能力增加了，我們跟天是相聯

的。 

枝子連於葡萄樹，這是主耶穌講的比喻。我非常喜歡《約翰福音》第

十五章第五節跟《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十三節，讀《聖經》一定要把這兩

節擺在一起來讀。《約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節說： 「因為離了我，你們

尌不能作什麼。」（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我不曉得大家阿

不阿們。我跟你們說：我信主越久，對這句話越 ―阿們‖。而且每一次說―阿

們‖的時候，那個―阿們‖就從更深的地方出來，我都不知道我的心有這麼深

的地方。每一次講到這句話就發現比從前更深地從裏面心服口服地說：‖阿

們―。―離了你，我什麼都不能作‖。很多的時候，特別是年輕的時候，我們

禱告也都說：‖離了祢，不能作什麼。―等到禱告完以後，離了主，什麼都

能作，對不對？有這個計劃、那個計劃； 在方法上：有步驟一、步驟二

（stage  one, stage two ）。如果失敗（fail）的話，再怎麼作。禱告都會禱告，

但是生活證明我們並沒有這樣，我們有很多方法的。 

《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十三節是講「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

都能作。」（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剛才是―離了祂，我不能作

什麼‖（Apart from Him，I can do thing. ），這裡是說：―我凡事都能作‖（I 

can do all things.）。怎麼會從我什麼都不能作變成我什麼都能作？那個

關鍵就在於到底跟主的關係是什麼。所以，當地跟天是聯結的時候，為



什麼是仇敵最怕？因為知道所有的詭計通通都要失敗，因為我們得到了上

頭來的智慧。為什麼地跟天聯結是仇敵最怕？因為我們得到上頭來的能力。

我不僅看破仇敵的詭計，讓我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們能夠得勝，而

且得勝有餘  ——  這是講到跟主之間親近的關係。 

英文裏面有另外一句話：―沒有能力，就沒有服事‖（No power ，no 

service），你沒有能力就沒有真正的服事。吸塵器在地上吸來吸去，吸個十

遍，比別人都忠心、都負責、都殷勤，但是如果你沒有插上電的話，那麼

就沒有服事（no service），白作的，徒勞無功。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第十五章說：「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林前

15:58）請你們注意是要在基督耶穌裏面，不然很多的勞苦是徒然的 —— 

鬥拳打空氣、奔跑沒有方向 —— 但是當你真在基督裏的時候，就是不一樣。 

我們跟主的關係對的時候，有人形容說―天在地上開始‖ ：我仍然在地

上活，可是天卻在地上開始。另外一個就是―在地若天‖。大概是馬丁·路德

說：好的禱告能夠把 神帶到人的中間來，把 神的祝福帶到人的中間；

更偉大的禱告是能夠把人帶到 神的面前去。弟兄姊妹，不管怎麼樣，

好的禱告不是讓天在地上開始，就是你在地若天。 

我們很喜歡唱的《聖徒詩歌》第 213 首，―諸天下降，主榮耀滿我

心。‖諸天都降下來了，人可以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活。所以當太平天國洪秀

全逼迫一個基督徒的老太太，他說：―你再不否認你的信仰，我現在就送你

上天上去。‖她說：―你不用送我，我已經在那裡活了四十多年。‖在地若天，

這麼有把握！可能外面沒有什麼稀奇、沒有什麼大成就、大恩賜，甚至沒

有受過教育的姊妹，可是當她那天面對死亡逼迫的時候，得勝且得勝有餘，

講得這麼尊貴：―你根本不用送我去，我早就在那裡已經活了四十多年。‖

這叫作―在地若天的生活‖。 

 



        4〃 得過『穩行在高處』的生活  

弟兄姊妹，這是講到得勝，可以過穩行在高處的生活。我們不是沒

有愛過主，也不是沒有像彼得那樣說過 —— ―就算別人不愛祢，我總不

會不愛祢。‖ ，―就算別人都否定了祢，我就算為祢死都可以。‖教會弟兄

姊妹有去看該亞法的大祭司的房子，看的時候真的是很難過，囚牢裏面

兩個洞穿上繩子，把人綁著、吊著，拉在那個鐵門上受苦。主耶穌在大

祭司的牢房裏面這樣受苦，彼得都被嚇跑了，三次否認，發咒起誓說不

認識祂。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的愛、祂的能力、祂的恩典、

祂的慈愛都是藉著我們跟祂之間有對的關係、有自己第一手的關係、

有真實的聯結而能夠毫無保留地臨到我們，讓我們可以親近祂、享

受祂，讓我們可以個人得到蒙恩、蒙福的機會，也是讓我們可以在

主的面前得力、得勝的秘訣。而且讓我們過著一個穩行在高處的生活，

不是一下高、一下低，而是我們能夠越來越穩。而且這個穩是高的穩，

不是低空飛行，能夠真正在 神的面前過得勝的生活 —— 這是講到內室

生活的重要。 

 

    二〃 主耶穌所親自教導的方法 (由太 6:6 來看內室生活與禱告的四個重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主耶穌自己的教導。雖然我在別的信息裏面都曾經提過

這些，但是我們《新人門徒訓練》（ND）整套的教材下來，，我們應該一再地來

回顧這些最重要的東西，重新再來檢討、重新讓 神再來對我們說話。就跟一根長

的釘子，你不可能一錘，它就進去了。我們一錘、兩錘、三錘，每一次打、每一

次聽，我們都希望這個東西能夠進得更深。到最後，跟我們的生活是聯結的，成

為真實的。 

一般人講到主耶穌跟禱告的時候，最常講的就是主的主禱文。祂教導我們：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太 6:9) 大家都會背。另外我們



會講到主耶穌的時候，就講到祂個人跟 神的關係：祂常常退到野地去親近 神；祂

到山上去親近 神；祂離開門徒，自己單獨到什麼地方去親近 神。還有，就是在客

西馬尼園:「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39）這都是主耶穌在禱告上給我們的教導、給

我們的榜樣。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一個，就是主耶穌教我們怎麽禱告。不是教主

禱文的内容，而是禱告的方法。 

你們如果問我怎麽彈琴的話，那你就找錯人了，不要找我；你要問我怎麽做

菜呢，你也找錯人了，我將來一定很會做菜的，但不是現在（but not now）——

那是我尚未開發的恩賜，等到將來如果主許可的話。要問怎麽禱告，問耶穌嘛。

我們本不知道怎麽禱告，是聖靈教我們禱告，聖靈就是耶穌復活的靈。主耶穌自

己給我們立了禱告的榜樣，祂最會禱告了，祂現在是升上高天尊榮的大祭

司，常遠活著為我們祈求，所以祂最會禱告的。禱告的方法，最好不要去

問別人，直接問耶穌。你先把這一節讀熟了、讀進去了、操練了、真的能夠活

出來了，你我的禱告生活一下子會有一個大的脫胎換骨，被帶到一個全新的境界，

真的就是不一樣。 

 

1． 要進入你的內屋：用屬靈的話叫做用「心靈和誠實」在主前傾心吐意， 

是從我們心靈最深之處 (Inner Chamber) 來跟主交通、禱告  

    我們現在看主耶穌講的，這是我們今天背誦的經文。《馬太福音》第六章第

六節：「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

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請大家先注意這個‗暗中‘不是在黑暗中

（darkness），而是在隱秘的地方（secret place）或是在隱藏（hiding）的地方，

就是他把他自己隱藏起來，在一個隱秘的地方，不是在黑暗中，所以不要誤會。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太 6:6) 請問這麽短短的一句話，哪一個字出現最

多？―你‖。所以禱告絕對是個人的事情，絕對是我們跟 神之間的關係，要進

―你‖的内屋，而不要跑到別的内屋去。這裡不是說你不要來教會，我現在是講

到主耶穌的教導裏面，通通都是跟我這個人發生關係。進到你的内屋，關上門，

禱告別人的父？還是我的父？―你‖的父，是跟我個人發生關係的，然後你父在

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雖然可以為別人禱告，你可以為傳道人禱告，你

可以為生病的爸爸媽媽、肢體禱告，但是 神要報答―我‖，報答禱告的人。 神雖

然會祝福他，來垂聼我們的禱告，藉著我們也祝福了他，但是所有禱告的人，

是 神直接要報答，直接要祝福的人。 

我們現在就來看這段《聖經》。第一件事情，要進入你的内屋，我們個人都

有内屋。我剛才講了，你不用去蓋那樣的房子，你也不用像我們曾經碰到的一

個姊妹說：每天早上她要花 3 個小時親近 神，所以先生雖然要上班，起來要幫

孩子換尿布，要幫孩子餵奶，要……她說：因爲我要親近 神，因爲我要揀選上

好的福分。錯了！這種姊妹是應該被糾正的。 

內屋（inner chamber），是指到我們的內心、最深之處。在這裡用屬靈

的話講，叫作：要用心靈和誠實，不要有口無心。我們很多的禱告有口無心，

你阿不阿們？好像不太贊成。我問你，你今天早上謝飯禱告，禱告了什麽？記

得嗎？不要講謝飯禱告好了，雖然禱告很多次我們都是一樣：―主耶穌，謝謝祢

給我吃飯。‖我的兒子從小禱告都是千篇一律的―謝謝祢給我們這麽美好的一天‖。

他禱告了一年多以後，才突然問我說：―爸爸，爲什麽‗沒好‘這個不好的一天也

要謝謝主呢？‖他認爲是沒有好，謝謝祢給我一個‗沒好的一天‘，沒有好的一天。

他說，爲什麽―沒好‖也要謝謝呢？你知道他完全不懂意思，八哥講話就是了，

有口無心。 

你今天擘餅，到底跟主禱告了什麽？如果我現在告訴你說，假裝我現在有



這個本事真的能夠請耶穌在這裡，然後讓你來跟耶穌講一分鐘的話，你準備告

訴耶穌什麽？真的想一想，假裝耶穌現在真的在這裡，然後我們每一個人可以

上來跟祂講一分鐘的話，你準備對耶穌講什麽？請問你講完了以後，晚上回到

家，大家一起吃飯，爸爸媽媽跟孩子在一起，彼此分享你那一分鐘到底跟耶穌

講什麽，你會不會記得？絕對會記得，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多的時候禱告，是有口無心，只是一點情緒的發表，只是一

種習慣性的陳說，只是一種理想的傾吐。我們就是這樣講完了，然後不是用心

靈和誠實，不是傾心吐意，在至高者、在 神的面前跟祂發表我心裏所有的意願，

發表我對祂的愛情，對祂的感恩。所以在親近 神的事情上，第一關，常常是

我們太不夠真正從裏面要跟 神交通。有口無心的話太多了，表面文章的話太

多了，引經據典的話太多了。有人說，你什麽時候會變得屬靈，就是在禱告中

再也不跟 神撒謊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有口無心就這樣講―主耶穌，我願意全

心愛祢，我全然降服（I surrender all）。‖ 當然，不要我講完這個以後，你們都

不唱了，敬拜帶領（worship leader）很難帶，那個心願還是可以的！ 

很多的時候我們做不到，但是並不代表你不能禱告。彼得說：―我為祢死都

可以‖，主耶穌還是很喜歡聼。只是主耶穌知道彼得不認識他自己，祂幫助他認

識自己。主並沒有說：―你看吧，我早就說你不行了。‖ 然後主耶穌就不愛他。

不（Ｎo）！主耶穌這麽愛彼得，所以祂復活以後馬上告訴人：你要去告訴我的

門徒和彼得 —— 因爲祂就是怕彼得太難過了、太自卑了、太慚愧了，太灰心了。

他特別提醒，讓別人來告訴彼得，因爲主還記念他，主永遠愛他，那個不肯放

我們的愛仍舊在他的身上。 

 

2. 關上門：要學習收回我們一切紛亂、遊蕩的心思，也要儘早修理關 

  不上的門  

這裡說到要收回我們一切紛亂遊蕩的思想、心思。因爲我們這個人，做什



麽事情都還能專心，獨獨禱告最不專心。我不曉得你們阿不阿們這句話？你禱

告的時候會不專心的，請擧手。禱告每次都很專心的，請擧手，因爲我看到還

有人沒擧。禱告都很專心啊？感謝主！那你禱告跟你看電視、看電影一樣專心

的，請擧手！一樣不專心的，請擧手！你就發現地上有很多的東西會吸引我們，

你看連續劇、看電影、看演出（performance）、看交響樂團表演，你都會很專心，

但是獨獨禱告，什麽思想都來了。 

跪到一半就突然想到賬單沒寄，4 月 10 號又快到了，要繳財產稅（property 

taxes），4 月 15 號接著還要再報稅……你天天想的都是這些事情。一跪下來都

想起來了，一跪下來想起爸爸好像幾個禮拜沒收我信了，忘了寫信了。你別的

時間都不會想，看電影不會想，就是跪在那邊的時候，什麽都來。而且到處跑，

可以人在這裡，又跑到耶利哥去了，又跑到加利利去了，我們可以跑來跑去的。

我們的思想就是跑進跑出，做很多的事都專心，就是禱告不專心。 

所以，在這裡要關上門第一件事情學習收回，這個是要操練的，等一下我

還會再講到這個。什麼時候思想跑出去，什麼時候聖靈一提醒，或是你發

現（realize）你思想出去了，趕快讓它回來。不用去認罪，這個不是罪，

這是我們舊造生命的本性，就是思想不受管束，到處遊蕩。所以當聖靈

提醒你，你就趕快回來，轉回向 神（make U turn to God）。除非你正在想

一件事情想得很過癮。―哎呀，那個白馬王子那天居然來敲我的門。‖ ， ―哎呀，

他等下要邀我晚上去跟他出去吃飯。‖ 然後聖靈感動你說：―你現在在禱告，在

想這個幹嘛？‖ 然後你說：―主再等一下、再等一下，都已經快見面了，等我想

完。‖ 這個就牽扯到不順服。只有不順服的時候，我們要去認罪，或是我們的

思想邪惡了，不討 神喜悅了，我們求 神潔淨我的思想。但是對這種一進一出的

本身，你不需要一直認罪。因為仇敵會讓你灰心，覺得你這個人沒用，你

這個人不討 神喜悅，你這個人就是愛世界，你看看你想要集中在 神的面

前都集中不了。所以牠會讓你灰心，放棄，到最後你就這麼重要的功課



你就沒學。你哪一樣東西不需要學？ 

Brian 說他打了跆拳道四段黑帶，你以爲說這個只要去考試就考過了嗎？那

背後有多少的心血、多少的力量？膝蓋壞掉了，換了金屬片，還要再去訓練，

還要再付代價。你看那些奧運的得主，每一個人花多少錢、花多少功夫、從小

就開始練。所以這個一定要操練，學習收回。 

也要儘早修理關不上的門。我說過了，門壞了就要修。你們沒有一個人家

裏面的門壞了，你會任憑它壞。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先把門修好。你不可

能一天、一個月、一年、甚至十年，一直不修，門還是壞的。信主十年的弟兄

姊妹，我就想問你，十年前禱告不專心，請問十年後禱告專心了嗎？門可以關

上了嗎？你會發現，一種很基本的東西，我們都忽略了，沒有去面對它。所以

每次禱告，主說要關上門，你就發現關不上門，但驚訝的是，我們居然不去修

門。我們光會用這句話說：要關上門，但是你會說我關不上怎麽辦？修嘛。我

沒有時間講怎麽修。我以前只給你們講過一個點，我現在很快地講幾個點，你

回家慢慢揣摩。 

第一個，你要針對被卡住的地方。什麽地方被卡住，讓你門關不起來，

就把它修理。所以，每次禱告，最容易被卡住的點。例如說，你每次跪在那裏，

你心裏面想到的都是在外面讀書的孩子，怕他學壞了，怕他不認真讀書，怕他

亂交女朋友，怕他混幫派……。你天天都不安心，那你就開始迫切地為他禱告。

你就先專心地把孩子這件事情，禱告到像《腓立比書》第四章說的：「應當一

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腓

4:6）能夠把這件事情從我的身上、從我的擔心、從我的憂慮裏面，真正

地交到 神的手上去了，真正地告訴祂了，由祂來接管，這個叫作禱告透

了。他說：「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

意念。」（腓 4:7）你會發現有一個說不出來的平安進來。 



所以，如果那件事情你從來沒有禱告到真正平安、真正交託、真正覺得是

交到 神的手中，從此以後我不需要擔心了，我只要用禱告看守它就好了，這都

叫作禱告還沒有透。這需要繼續禱告、迫切禱告，甚至禁食禱告，禱告到 神把

平安給我們，讓你知道這件事情 神接管了。 

請問，在我們手中比較保險，還是在 神的手中？當然在 神的手中。在我們

手中比較能夠解決，還是在 神的手中比較能解決？當然是 神。在我們的手中比

較能給對方帶來祝福，還是真正在 神的手中能夠給對方帶來祝福？我們都知道

答案。可是問題就是我們因爲禱告不透，只是習慣性地禱告完，交給主了，你

會發現隨時憂慮的思想又回來，隨時煩惱又回來，一下又把我們打垮了。因爲

你禱告沒有透。真的禱告透的話，就一無掛慮，而且基督的平安，在這裡看守

（guard）我們的心懷意念。他是用軍事用語，―看守‖，像衛兵看守一樣，祂把

你保護得好好的，讓你可以安息，可以放心，不再憂慮了 —— 這叫作禱告透，

把卡住我們的東西先修好。 

第二個，把那些破口、漏洞補起來。就是我們生活裏如果有很明顯的罪，

有不討 神喜悅的地方，良心有破口，可以給仇敵控告的機會，會讓我們很多時

候跪在那裏，安靜不下來。因爲我活在罪中，因爲我的生命裏面有太多的破口，

讓仇敵有機可乘，讓我的良心不平安，我不能夠在主的面前真正地遇見祂。 

第三個，像我們剛剛說的，門有時候關不起來，生銹了，卡住了，油沒有

滋潤。需要加點油，這個油呢，其實就是聖靈。你越順服主，越在主的面前

討 神喜悅，你就越是滋潤的，使聖靈的膏油常在我們身上。頭上不可以

缺少膏油，我們的門就容易關得起來。 

第四個，講到上鎖。有的時候關上門，被別人打開來，仇敵闖進來。所

以你看我們最常引用的《雅各書》第四章第八節，他說：「你們親近 神， 神

尌必親近你們。」（雅 4:8）你知道第七節是什麽嗎？第七節的後半：「務要抵

擋魔鬼，魔鬼尌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所以，你根本不要讓牠闖進



來。你就奉主的名斥責牠：撒但退去。你把門鎖好，不准仇敵來打岔。這段時

間是你跟 神之間的事情，所以任何思想進來，你不要容許它在你裏面生

根，不要容許它停留。撒但任何思想來，你就奉主的名斥責牠，叫牠離

開。他說：「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尌必離開你們逃跑了。」（雅 4:7）要用堅

固的信心來抵擋牠。 

我只是講幾件事，給大家參考。另外就是平常的操練，學習隨時回來，隨

時回來，隨時回來。這是我剛才前面講過的了。 

 

3.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禱告一定要有清楚的對象，乃是來到聽禱告的  

   神面前  

第三個，「禱告你在暗中的父。」（太 6:6）在這裡說到，禱告一定要有清

楚的對象。這是我們常常忽略的，這也是我講到穩行在高處的最大挑戰。最大

的挑戰，我們常常不能有穩定的靈修，是因為我們的靈修不夠高。那高的秘訣，

是《但以理》第六章所說的：「他一日三次，雙膝跪在他 神面前」（但 6:10）

面向耶路撒冷屈膝，在他的 神面前 —— 這是高。所以禱告一定要有對象，就

是來到聼禱告的 神面前。這是我們絕大多數基督徒禱告生活建立不起來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夠真正知道是在對 神說話，我們缺少了一個明

確的對象。 

我再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假如說我們有一排的教室，大概有七八個房間，

裏面每一個房間有一位是我們中間比較資深的弟兄姊妹，屬靈的輔導在那裏。

你拿一個號碼（number）以後，三號就進三號房，五號就進五號房。會有不同

的年長的屬靈的人在那裏，你可以把你這個禮拜碰到屬靈的困難，或什麽事情

能夠跟他交通。你抽到三號進去，發現是培明弟兄，然後你抽到七號，然後進

來的時候是國豪弟兄。抽到五號，結果進來發現是于弟兄。不同的人，當你跟



他講話的時候，你的對象不一樣，你講話的態度，跟你講話的感覺，一定會不

一樣。碰到培明，這麽友愛的親密肢體，在培明面前一無壓力，什麽話都可以

傾吐，講得很清楚。碰到國豪，以前是總司令的副從官，軍人，可能會說―你怎

麽會這樣呢？你爲什麽會這樣呢？‖ 對不起，國豪不是這樣的人，我只是這樣

講。你碰到我，你更慘了，一看到是于弟兄，馬上關門。因爲，九三年我們教

會剛剛開工的時候，有一次我到東岸去，我不在，禮拜五聚會就是一個小組，

我在的話，我會點名叫他們交通，我不在他們就想，于弟兄不在的話，那怎麽

辦呢？他們說要做一個我的像。是有指頭轉的，所以就轉一下，指到誰，那誰

就要交通。連我不在都有這個威力，大家都很怕我。禱告會沒有人坐我旁邊，

都躲到旁邊去，所以我都跟別人保證說，你只要坐我旁邊，我就不叫你交通，

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 

碰到不同人，一定有不同感覺。那請問禱告，沒有對象，跟有對象，有沒

有不同？天主教把你帶到神父面前，讓你去跟神父懺悔，讓你有對象。現在忙

到一個地步，沒有空去，他們神父那邊有傳真機，現在有電子郵件（email）了。

你可以把認罪的東西寄給他，來跟他認罪。到哭墻，你沒有空去，你只要花一

點錢，那邊有人幫你服務（service），把你的禱告插到哭墻裏面去。戴楊將軍，

六日戰爭打勝的時候進耶路撒冷，流淚進去，他說我們再也不出來，他就到哭

墻，把他的禱告放進去。他們覺得在那裏特別有效。 

今天，我們來到主的面前，是直接來到至高者的面前，來到聼禱告的 神面

前。―我以禱告來到祢面前‖，這一句話就應該把我們提升了。來到 神的面前，

要有對象。 

 

4. 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真誠的禱告一定會有事情發生，不 

   禱告亦然  

第四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 (太 6:6)，就是禱告一定有事情



發生的，而且不禱告也一樣。我曾經講過這篇信息——《出埃及記》第十七章，  

神百姓出埃及，第一個碰到的仇敵就是亞瑪力人。《申命記》第二十五章說到：

亞瑪力人在後面追殺那些軟弱、跟不上路的人。所以，亞瑪力人一直要做的一

件事情就是：不容許我們去承受 神的應許之地，承受 神的祝福。亞瑪力人一直

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我們走在 神的旨意中，讓我們在 神的旨意中繼續往

前。所以，耶和華發了誓，要世世代代與亞瑪力人為仇，直到亞瑪力人的名號

從天下剪除，因為這是專門攔阻 神兒女們親近 神、走 神的道路、承受 神祝福

的仇敵。 

所以，那天在爭戰中，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摩西何時手垂下

來，亞瑪力人就得勝。說到你禱告，一定有事情發生， 神百姓要得勝的。

但是，同樣的，當你不禱告的時候，也有事情發生，那是亞瑪力人得勝。

所以，摩西再累，他都不能不禱告；他再疲乏，旁邊兩個都是老先生，亞倫比

他大三歲，戶珥也是一個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了，一起扶著他，讓他一直這樣舉

手禱告，直到日頭平西，直到約書亞殺了亞瑪力人。 

這叫作禱告。禱告一定有事情發生，不禱告也一定有事情發生。問題

是我們 要揀選哪一個，關鍵在於我們。所以，親愛弟兄姊妹，當我們真認識

禱告的嚴肅的時候，你不會不禱告的，你不敢不禱告的。所以，希望禮拜二禱

告會你們繼續來。為著自己、為著家人、為著教會、為著這個世代，我們都需

要禱告。禱告一定有事情發生。「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太 6:6) 

禱告的人先得祝福。 

 

三〃 實行上三件重要的事  

               1. 帶著最單純的信心  

      第一個，帶著最單純的信心。 神怎麼說，我就怎麼相信。「你們親



近 神， 神尌必親近你們。」(雅 4:8)。 所以，我們不是憑著感覺來到 神的面

前，乃是憑著信心，進入祂的同在。我再講一遍：不是憑著感覺，去感覺 神

的同在，乃是憑著信心，進入 神的同在。因為主說：親近祂，祂就一定

親近我們。 

《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說：「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

坦然進入至聖所， 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

過，這幔子尌是他的身體。 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

清水洗淨了，尌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來 10:19-22) 所以，

信心的運用是把我們帶到 神面前。信心的運用不是在解決難處，信心的運

用是讓我們帶到 神面前，讓 神來解決。我們要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把

自己帶到 神的面前。因為，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不是憑感覺，憑感覺你會被騙的；憑感覺，你會更難的。因為很多時候，

你沒有這個感覺，你就進不去了。但是，憑信心，隨時可以進。憑感覺，很多

時候你會吃到閉門羹，你進不去，因為你那時候沒有這個感覺。憑感覺，會讓

你不穩。因為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沒有。所以，憑感覺會讓你被騙，會讓你

更困難，也會讓你不穩定。但是，憑信心，是隨時可以坦然無懼地來到 神面前： 

神，祢這麼說，我就這麼信。祢說我親近祢，祢就必親近我。所以，當我進到

內室的時候，我知道父已經在這裡了。我是憑著信心進來的。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下班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常常就是進我的書房。我說：

終於自由了！很多的時候，我就帶著最簡單的信心進去，有時候手才摸到門把，

我就已經被聖靈充滿了。那個主的愛，主的同在已經等在那裡。這是憑信心的，

不是憑感覺的。那個感覺是自然有，是跟在信心之後的，是信心帶下來的結果。

不是靠感覺來建立我的信心，而是靠著信心帶進這個祝福，帶進這個實

際，帶進這個感覺。 



 

      2〃 帶著最深的愛慕和需要 

第二個，要帶著渴慕，帶著最深的愛慕和需要。《馬太福音》說：「飢渴

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太 5:6)。《詩篇》第六十三篇：

「  神啊，你是我的 神，我要切切地尋求你；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我渴

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詩 63:1) 這都是向 神發表渴慕的。《詩篇》第八十一

篇，祂應許我們：「你要大大張口，我尌給你充滿。」 (詩 81:10) 

很多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沒有渴慕，你對主的愛也冷淡了，覺得沒有那個愛，

沒有那個渴慕，你不想來親近 神。但是，就算渴慕沒有了，就算你覺得愛冷淡了，

對主的需要總存在吧？就連你犯罪了，失敗了，跌倒了，長期軟弱了，活在痛苦

中，需不需要耶穌？需要啊！ 

所以，我說：對主發表我們的愛慕跟需要，就好像一個瓶子的蓋子打開

來的這個舉動。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 瓶子丟到太平洋去，再小的瓶子，太平

洋都有可能不能夠充滿它。關鍵是它的蓋子是不是開的。再大的器皿，大到像美

國這麼大的器皿，丟到太平洋，太平洋可以立刻充滿它，只要它的蓋子是開的。

所以，關鍵不在於我們的大跟小，關鍵在於我們的心有沒有開。 

有的人說：人的心跟降落傘是一樣的，必須打開才有用。在 神面前，我的渴

慕，我的需要，就―嘣‖把蓋子打開了。 神的愛， 神的同在就開始進來。有一首短

的詩歌：―我需要祢，需要祢，無時不需要祢，切切求主施憐憫，我來就祢。‖我

來就近祢，帶著需要來唱，每次唱的時候，好像蓋子才開一點，那個膏油就進來

了，愛就進來了，水就進來了，同在就進來了 —— 弟兄姊妹，這是渴慕。 

 

3〃隨時歸回 的操練 



第三個，隨時歸回的操練，就是任何時候可以回轉向 神（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你們的心幾時，就是隨時（whenever）歸向主，帕子幾

時就除去。帕子帶來兩個最大的虧損，第一個是帶來―遮蔽‖，讓你看不到

可以看到的。你看就這麼一張紙，我這樣一遮，我全部看不到你們。那麼薄的

紙，這樣一遮，我就看不到了。遮蔽，帕子帶來遮蔽，讓我看不到 神的同在。

所以，當帕子一除去的時候，他說：我們就可以「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

光。」（林後 3:18）所以，我爲什麽禱告中經歷不到主的同在？因為帕子存在。 

第二個，帕子帶來的虧損叫作―隔絕‖。它把我們隔絕（insulate），好像

一個絕緣體，讓電過不去，讓你碰不到熱，碰不到電，因為它是隔絕的。所以，

帕子除去的時候，第一，我們經歷的就是聖靈釋放的大能。主的靈在哪

裡，哪裡就得以自由。叫我們自由了，靈釋放了。很多的聚會不釋放，敬

拜不釋放，信息不釋放，因為我們被隔絕了。第二，隔絕讓我們經歷不到聖

靈改變的大能，當這個帕子除去的時候，我們就「好像從鏡子裏面返照，尌

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林後 3:18）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一個小小的帕子。以色列人的帕子是摩

西的律法，你們繼續讀前後文，他說：「這帕子在基督裡已經廢去了」（林後

3:14）新約聖徒的帕子可能是我們的罪，可能是我們的小信，可能是我們對主

的不順服，可能是我們生活裏面一些不討 神喜悅、鬆散的情形。但是，當我們

帕子除去的時候，我們可以敞著臉見到主的榮光，我們可以在這裡接受

聖靈釋放的大能，可以接受聖靈改變的大能。 

所以，任何時候我們可以 180 度地回轉向 神（Anytime we can make a U-

turn to GOD）。在網絡上他們引用我的話，說：可以 360 度的轉向 神。我說轉

太多了，180 就夠了。360 是暫時轉向 神，又回到世界去了。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每一次都要操練，哪怕是只有兩三分鐘，都讓我們全

心、全愛都集中在主的同在中。帶著最簡單的信心進入祂的同在。帶著最

深的愛慕，最深的需要，向祂敞開我們的心，說：主我在這裡，我需要祢！我

渴慕祢，如鹿渴慕溪水。主，我願意愛祢，把更深的愛澆奠下來，讓我一生都

來愛祢！任何時候我們打岔了，注意力轉移了，被仇敵攪擾了，讓我們隨時―心

幾時轉向主，帕子幾時就要除去。‖ 隨時（whenever）我們轉向 神（turn to 

GOD），什麼時候所有的帕子都要除去。讓我們可以敞著臉享受祂的同在，

見著祂的榮光。讓我們可以除去一切的隔絕，享受在聖靈裡的自由，享受聖靈

在我們身上改變的大能，把我們改變成為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

變成的。 

 

禱告： 

主耶穌，我們讚美祢。祢把救恩做得這麼完全，祢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時候，不僅僅

洗淨了我們的罪，除去了我們的咒詛和永遠的審判，當祢說―成了‖的時候，殿裡的幔子也從

上到下裂為兩半。祢為我們買贖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直達幔內，讓我們這班不配的人，讓

我們這班因為犯罪而遠離父 神的人，如今可以隨時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進到至聖

所，在 神的面前，在祢榮耀的同在中，真是讓天在地上開始。主啊，幫助我們，真的求祢幫

助我們，救我們脫離膚淺，救我們脫離這些字句的瞭解，把我們帶進屬靈的實際，帶進真實

有內室的生活、有紮根的生活，讓我們常常與祢同在。主啊，這個權柄、這個恩典，真是地

上一切都換不來的，讓我們學習珍惜，彼此勉勵，我們一同來得著這上好的祝福。謝謝主，

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