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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課 ND-401：《屬靈的實際》 

于宏潔弟兄 2015年 7月 12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

豐盛。」（西 2:9-10a） 

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們非常感謝主，《新人門徒訓練》停了快一年終於恢復了！我上個

禮拜在錄影裡面跟大家講：一方面我很感謝主，因為在各地，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人、不知道

的教會，他們也在跟著我們在一起上這個課。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就讓我裡面非常地惶恐，因

為我覺得 神在這裡用這個我們的服事，但是自己裡面覺得真的很不配。我很希望主能夠提升

我們，讓我們的《新人門徒訓練》能夠達到它該有的水準、該有的品質。 

《新人門徒訓練》有兩個關健：一個就是特別強調「新人」——在基督裏我們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一切都成為新的了。」（林後 5:17） 。所以《新人門徒訓練》很在乎大家屬靈

的操練、真正的實行。不是像一般的成人主日學一樣大家只是上個課，而是我們一定要來操練。

另外一個就是一定要在身體的裡面，要跟同伴一起追求，要一步一腳印，要非常地實在——這

是我們的盼望。 

整個《新人門徒訓練》，重在我們跟 神的關係必須要被改變，我們的生命必須要

被改變。如果我們參加門徒訓練，生命卻沒有被 神改變的話，我們是在浪費時間, 我們根本

就是失去了參加門徒訓練的意義! 門徒訓練（follower disciple）就是成為耶穌基督的跟隨者

（Jesus’ follower）。沒有一個跟隨耶穌的人，生命不被改變的。所以，跟隨耶穌的人不僅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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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福、一定蒙恩，而且在他的身上，第一個大的特點就是他的生命一定被改變！我們要讓我們

的家人、周圍的人，都看見我們的生命被改變了！藉著參加《新人門徒訓練》，隨著時間的流

逝，隨著跟眾人的操練跟和學習，我們自己都要發現自己的改變。 

我們曾經說過，整個《新人門徒訓練》分成三個很重要的階段: 第一個是生命的改變; 第

二個是「被改變的關係」，講到我們跟主之間，一定要比從前更深入、更真實。所以，在這兩

個根基上面，我們今天來到了第三個階段，叫做「被改變的生活」。 

在整個《新人門徒訓練》的架構裡面，首先我們講到門徒的意義和重要性，講到成為門徒；

接著開始了我們所說的這三個階段 ——「被改變的生命」、 「被改變的關係」，然後今天來到

了「被改變的生活」。 

生活是在這裡證明、在這裡驗收: 到底我們的生命有沒有被 神改變？到底我們跟 神的關

係有沒有不一樣？生活就是一個最好的發表，生活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它像是我們的成績單

一樣，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小看這第三個階段。 

有很多基督教的書、很多的教會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解決基督徒生活上的問題，教導家庭生

活、夫妻之間的關係、親子之間的關係，交通我們怎麼樣在職場上得勝，我們怎麼樣能夠勝過

一些試探、軟弱，讓我們的病得到醫治，讓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 

弟兄姊妹，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但是如果我們離開了根本，先去講生活的話，那麽我們

會發現就像我常講的那個例子：船碰到了礁石群，你只是在挪去礁石，挪掉一個礁石還會有第

二個礁石；挪到第二個礁石，還會有第三個礁石擋住我們的……我們整個的一生都在解決問題，

因為我們的生命沒有長進，我們跟 神的關係沒有真正的長進。神的作法其實是反過來的：祂

要讓水漲高五尺、漲高十尺，讓我們的生命被改變，跟主的關係被改變，而當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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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變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其實生活很多地方都改變了！ 

在「被改變的生活」這個階段，我們將會講十二個題目。其實有關生活的題目太多，我隨

便一列就列了三十個，雖然很難取捨，但我最後還是從中挑出了十二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弟兄姊妹、或聽這個信息的弟兄姊妹，你一定有你生活上特別想聽的題目，但是卻不在這十二

個之列，因為在生活上我們可以從太多不同的角度去經歷 神。如果離開了被改變的生命和

關係來看生活的話，那麽我們會發現雖然對於每一個人來說，擋住我們的礁石可能不

一樣，但是 神拯救我們、 神幫助我們的方法就是藉著生命被改變，跟祂的關係被改

變。而水漲高了以後，不管它是哪一類的礁石：台灣的、中國大陸的、美國的、日本的、進口

的……都沒有關係，水夠高了，祂一定可以帶我們過去。 

所以當我們今天講「被改變的生活」的時候，我們裡面一個很大的盼望是：弟兄姊妹永遠

不離開我們原有的根基。你會發現我的信息也常常回到這兩個根基。如果你覺得力不能勝，就

回去再補聽。我們都在基督的學校裡面做門徒，我們一起好好地來，好不好？為著重新開始，

我們有一個簡短的禱告。 

禱告： 

哦，主耶穌我們何等地謝謝祢還把時間、機會留給我們！不然的話，祢早就可以結束我們

的生命，讓我們離開這個地上。祢就是因為知道在我們裡面還有許多的未得之地，祢還有許多

的恩典憐憫要臨到我們的身上，希望我們去見祢之前，我們能夠真實地來被祢改變。 

主啊，也調轉我們的眼目，把我們從生活中所碰到的困難、軟弱和失敗，轉到祢這位永遠

不改變的主、這位愛我們的主、這位永遠得勝的主。讓祢的信息、祢的話再來幫助我們。讓我

們講的、聽的，都在祢面前做門徒、做學生，好讓我們在基督的學校能夠不住地長進。謝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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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今天要講的「被改變的生活」第一個題目叫做《屬靈的實際》，英文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你會覺得：啊呀，不是講生活嗎？怎麼又在講屬靈？因為這件事情實在是太重要了！我希望聽

完以後，你也能夠阿們我為什麼把《屬靈的實際》(Spiritual Reality) 放在生活中的第一個！ 

 

一、  神永遠都非常在乎我們的「所是」——過於我們所說的、所做的 

第一個重點是講到 神注重我們「所是」的，過於我們所做的——這句話是我們前

輩的弟兄們留給我們的。 神在乎我們這個人是怎樣的人，過於我們這個人所做的。 

我為什麼把它多加了一些字呢？說到 神永遠都非常注重我們「所是」的，因為我

要強調兩個感覺：首先，它不只是總體地（overall）講一個概念說： 神在乎我們這個

人過於我們所做的，而且神永遠在乎我這個人是怎樣的人，祂是不會改變的。第二，

祂不是小在乎，祂是非常在乎！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譬如說你在乎健康，你知道現在不應該再喝可樂（coke）了。

你有這個觀念，可是你偶爾還是會喝的。但是如果你非常注重健康，一直都是強調說：

我絕對不能再喝！我一口都不能再喝！—— 這兩個境界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要

知道不僅在大體上、大原則上知道 神在乎我是怎樣的人，而且要知道在每一件事情上， 

神都在乎到底我們這個人是怎樣的人。 神非常在乎，而且永遠都在乎！我們先看第一

大段後面我列的兩節經文，再來看我講的關鍵點（key point） 。 

第一個是《馬太福音》第十五章八到九節：「8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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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9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太 15:8-9）大

家注意到了沒有，這邊有一班的人，他們用嘴巴尊敬 神、用嘴巴愛 神，但是心卻是

遠離（distant） 神——這個叫做沒有『屬靈的實際』！這是很危險的事情。他們有外

面的屬靈，甚至到一個地步，他們能夠當老師了，把這些豐富當做道理教導人。 神說：

你們這樣子拜我都是枉然，白費功夫，浪費時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這個

人沒有真正被 神改變的話，我外面可以再受歡迎（popular）、再被尊崇，我可以把道

理講得再高，但是在 神的眼中， 神說那是白費功夫、那是枉然，因為 神不要、神完

全不要外面的屬靈！ 

第二個，《約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三節：「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

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第二十四節特別講到：「 神是個靈，所以拜

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請大家特別注意，為什麼主耶穌為什麼講：「那

真正拜父的」（約 4:23）。我們要曉得很多的時候，我們的敬拜在 神的眼中不算數，

我們根本連敬拜的門邊都沒摸到，所以 神根本不要。「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

誠實拜祂，」（約 4:23）像我們唱詩的時候，唱完一首歌，把歌詞合起來以後，你能

夠告訴我，剛剛唱的是什麼嗎？很多的時候，我們根本都已經不記得自己剛剛唱的是

什麼了。但是，當我們真正用心靈和誠實來唱詩的時候，那歌詞應該會觸動我們的心

弦，甚至唱著唱著，你眼淚就下來了，因為你是在用心靈和誠實向 神發表心中的感

受——那是真的東西，那是真的敬拜！所以做傳道人話語培訓的時候，我們常常要提

醒自己：你用思想去講道，你只能夠達到人的思想；你用感情去講道，你最多觸動人

的感情；你必須要用心靈去講道，你才能夠摸著人內心裡面真正的東西，讓他能夠遇

見 神。唱詩更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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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聖經》讓我們看見：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真的。常常有的人是故意假

冒的、虛假的。我以前讀過查理斯.司溫道爾 (Charles Swindoll) 寫的一本書叫做《勇敢

地摘下你的面具》。我們不是故意要帶面具，可是我們這個人活在人中間的時候，多

多少少都是带着面具，因為它跟我真實的情形有差距（delta）。我在家裡面可能隨便

發脾氣，但是我在別人面前顯得很溫和；我在家裡面可能很懶，但是我在教會裡面會

拿著拖把來拖地——這兩個中間有差距。所以，“不真實” 一方面講到我們可能是虛

假的、偽裝的、帶著面具的。 

也許弟兄姊妹會覺得：我這個人不是虛假的，我沒有要偽裝。那麼“不真實”的

另外一面就是，我們自己不認識“什麼叫做真實的” ，所以我們以為是的，以為自己

懂了——這個是善意的，不是為了欺騙的，不是為了裝假的。《哥林多前書》第八章

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林前 8:2）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我們認識 神，但是按照我們所該知道的，我們還是不知道。等一

下我們來看《聖經》的教導，其實，太多《聖經》的應許離我們都是非常地遙遠，我

們自己沒有認識（realize）。 

以前講到『屬靈的實際』的時候，我曾經講過我哥哥的小孩，他大概才一歲出頭

的时候，有一天我們全家一起出去吃飯。在菜單（menu）來的時候，菜譜都是彩色照

片，我們也給了他一本。小傢夥坐在高椅子（high chair）上面看著看著，他看到一個

他很愛吃的，沒想到他就用指頭點著照片，然後放到自己嘴巴去。那個東西吸引他，

他裡面有需要、有渴慕，他甚至採取了行動，要去得著它，但是他所得著的不是真的。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07-12 

ND-401                 Page 7 

 

 

今天很多屬靈的東西吸引我們，我們也羨慕，我們甚至採取行動，“我要、我要……”

我們以為自己吃到了，其實我們吃到的不是真東西。我們所得到的、所經歷的不是真

東西，或是甚至離 神所要給我們的差太遠。所以，我們要在乎『屬靈的實際』。 

1. 無論在與祂的關係上、生命的經歷和一切生活上,要「真正的屬靈」 － 

要在乎：神怎麼看？撒但怎麼看？屬靈的人怎麼看？(林前 2:11, 15a)  

我先要講到『屬靈的實際』的重要性。所以，在綱要上面，我特別提到：無論

在與祂的關係上、生命的經歷裏和一切生活上，要「真正的屬靈」。這「真正的屬

靈」到底指的是什麼？ 

我這裡問了幾個問題，要在乎： 神怎麼看？先不要在乎自己認為怎樣。所以，

保羅會說：「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林前 8:2）。因為這是我們的判斷

（judgment）、我們的評價（assessment）。我們給自己的判斷，是不準的，甚至別

人給我們的判斷都不見得準。要在乎： 神怎麼看？要在乎：撒旦怎麼看？要

在乎：屬靈的人怎麼看？我為什麼要講屬靈的人？因為屬靈的人可以看得出來。

《聖經》告訴我們：「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林

前 2:15） 

2. 神所要得到的、撒但所害怕的、神家所需要的不是「好人」，乃是真正

「屬靈的人」 

很多时候，你碰到一些人，他在那裏講這個、講那個。你就知道，其實東西不

真，因為那個膏油出不來，生命不在，一聽就知道：聲音是雅各、摸起來是以掃，

是假的。所以，要在乎 神怎麼看？要在乎撒旦怎麼看？弟兄姊妹，大家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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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是很識貨的！《使徒行傳》第十九章幾個人擅自奉耶穌的名在那裡趕鬼，他們

勒令鬼出來，《聖經》上記載說：「惡鬼回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

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徒 19:15）換句話說：“你算老幾？敢叫我出去？

好，我就出去給你看。”所以，「惡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們身上，勝了其中二

人，制伏他們，叫他們赤著身子受了傷，從那房子裏逃出去了。」（徒 19:16）

他們大大地受羞辱。所以，弟兄姊妹， 神知道我們是怎樣；但是鬼也知道。 

所以，我們在主的面前，什麼叫做『屬靈的實際』？就是要脫離自己給自

己的看法，讓我們真是看見， 神怎麼看我們，因為將來是要去跟 神交帳的。

沒有時間再浪費功夫了，沒有時間再活在謊言中，沒有時間再活在虛假的遮蓋中，

要起來！所以，我常說：“要來，就來真的。”這些話最近也常常在我的裡面，非

常痛苦地責備我：“要來，就來真的。”沒有多少時間了，真的是這樣。 

去年我和于師母在台灣的時候，我記得 10 月 7 日那天， 神特別就再一次地用

《約書亞記》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書 13:1）。真的我還

有許多未得之地：凡是不夠真實的東西，在我裡面不夠實在的東西，跟 神所要給

我的東西有差距的，都是我的未得之地。尤其我們常常受到攪擾的東西，更是我們

的未得之地，我們一定要起來！ 

 

3. 主耶穌在世時特別定罪「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太 23 章) 

    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特別定罪那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但祂卻是稅

吏和娼妓的朋友。我們雖然是個罪人，但我們只要真誠、真心， 神居然喜歡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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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一起。但是對這些「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在《馬太福音》第著二十三章，

耶穌列了法利賽人的“八禍”：他們「假冒為善」，「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

看，裏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太 23:27）「洗淨杯盤的外

面，裏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太 23:25） 

    弟兄姊妹，主耶穌用各樣的話特別定罪「假冒為善」的法利賽人。而法利賽人

在當時的社會中、在以色列人中間都是宗教中最崇高的一批人，都是佼佼者，他們

在各方面遵守律法，遵守《聖經》上所寫的。而且光摩西的律法不夠，他們還加了

一大堆的規矩，他們在各方面都表現得很敬虔，以色列人對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你不要以為他們是壞人，他們在人中間表現得是最尊貴的、最屬靈的、最崇高的一

班人，可是主耶穌特別定罪他們。所以，我們要小心，一個人被捧得太高、稱讚得

太多，有的時候會讓這個人變得更虛假，因為很多的東西不真實，是假的。 

 

4. 我們不單單是要「聽道」，更要是「活道」，要『成為耶穌基督道成肉

身的見證人』 

    《聖經》告訴我們：不僅要「聽道」，更是要「行道」，這裏我把它寫成「活

道」。因為我怕大家講「行道」的時候，又以為只是要去做。不是說不要做，而是

要去「活」出它來：是真正從生命裡面出來的，要『成為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就是真正地是耶穌，而不是只是一些好行為，不是只是敬虔的外貌，卻失掉

了敬虔的實意。也不是只有嘴巴在這裡說“敬畏 神”、“愛 神”、“讚美 神”，

但是心卻是遠離 神。所以，要成為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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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只有真實的金、銀、寶石才能耐火，才有永存的價值(林前 3:13） 

在這裡也講到：「只有真實的金銀寶石才可能耐火、才有永存的價值。」《哥

林多前書》第三章告訴我們：草木禾稭蓋起來很快，而且它看起來很大、很明顯。

但是 神要的是金銀寶石； 神要的是被火燒過以後可以留下來的東西——這個叫作

「真實」，這個叫作『屬靈實際』（Spiritual Reality），這是 神要的。 

所以，這些日子我自己也常常在主面前禱告，我也常跟弟兄姊妹講：如果我們

真的知道見主的那天，自己有那麽多會被燒掉的東西，我們真的寧可求主今天就燒，

就拆，今天就擊打我們，震動我們。凡是會被震動、會被挪去的，《希伯來書》所

說的「那個會被挪去的」，我們希望今天就被 神拆掉了、就被 神挪去。讓我們早

點看見自己赤身露體、看見自己一無所有、被火燒了以後，沒有什麽可以存留。讓

我們在今天就悔改，就認真，今天就在主面前得到一些真實的——我們真的需要有

這樣的禱告。 

 

6. 聖靈來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引導你們 『進入』一切的真理」(約

16:13a) 

感謝 神，聖靈來，祂不光是真理的聖靈，而且《約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訴我

們：「1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

的真理……」(約 16:13a) —— 不光明白，而且我真正進入了、我真正地經歷祂，

得著祂、我被祂改變了。 

所以，我這開頭第一段只是讓大家先看見為什麼『屬靈實際』這麽重要，我們

就不會想到急著要去解決我的生活問題。我們的注意力常常都在生活的各樣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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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子最近不乖，我該怎麽辦？我的老闆最近大搞辦公室政治（politics），欺負我、

待我不公平，我該怎麽辦？我的綠卡還沒下來；我的 H1B 簽證抽籤沒抽到；我生

病了……，但是我們要知道：今生所有的事情，如果沒有跟基督發生關係，那麼 神

統統不要。你孩子上常春藤（美國名校聯盟）也沒用，你拿到諾貝爾獎，也沒有用。

因爲 神在乎的不是這些， 神要的不是這些，仇敵怕的不是這些，真正能夠對 神

家產生祝福的不是這些。 神真正要的是『屬靈實際』。 

 

二、 到底什麼是『屬靈的實際』？ 

那麽到底什麽叫作『屬靈實際』？這個是很難講清楚的，我只是把自己的一點體會跟

大家分享。 

 基督才是一切屬靈的實際：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西

3:11) 

我在這裡用粗体字（highlight）寫到：基督才是一切『屬靈的實際』，因

為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這句話是我們教會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跟一個使命。讓我們看到基督真的是一切，而且祂又在一切之内。換一句話說，

今天在我們所有的生活、所有人生的遭遇、任何的時刻，如果我們沒有跟基督

發生關係，我們就失去了那個時刻、那個遭遇該有的祝福和價值——這就是 神

要我們得到的，藉著任何的遭遇，叫我們的生命被祂改變，讓我們跟祂的關係

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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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麽樣叫作生命被改變、跟祂的關係被改變呢？就是我在我所有的環境

裏面，看見基督，我來經歷基督，得著基督，以至於我能活出基督來——

這就是 神要的。你把這樣的一個看見跟原則應用（apply）在你生活所有的事

情上。孩子今天跟你起衝突，到底 神在這一件事情上，讓我怎樣的能夠從這個

環境裏面，讓我看見基督、經歷基督、讓我在這裡得著祂，而到最後我能夠活

出祂來？ 

只是我們今天常常只讓這個環境碰到（touch）我們的表面，只讓它影響我

們的情緒，只讓它影響我們這個人的心情，然後就讓它過去了，我們沒有讓這

件事情深入，沒有讓它達到 神打發它來的目的。 

《以賽亞書》第五十五章告訴我們：「10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

講到 神話語的真實。同樣的，其實在每一個環境的裏面，當 神打發它來的時

候，它要成就 神打發它來所要成就的事情。 神説話是這樣，所有的環境也是

這樣，所以我們要在乎在這個環境裏面，我有沒有得到主的結局？ 

接下來的這句話，我個人覺得很重要，我自己重新寫過（reword）好幾次，

試著去表達它、寫出它來：耶穌基督不只是我們的「生命」，也是「真理」

和「道路」(約 14:6)——所有聖經中的真理和應許、屬靈的事物和原則、

生命的經歷和意義、教會的建造和道路...全都必須在屬靈的境界裡和基

督發生關係——祂是源頭、內涵 (性質) 與終極的目的(結局) －聖靈一

切的運行和工作也全都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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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不只是我們的「生命」，祂也是「真理」和「道路」——耶

穌基督就是我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們很容易明白主是我們

的「生命」，信了耶穌得永生，從聖靈和水重生，我們得了新的生命。《歌羅

西書》第三章第四節：「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加拉太書》第二章第二十

節：「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腓立比書》

第一章第二十一節：「因我活著就是基督」。統統都講到祂是我們的「生命」，

但是祂也是我們的「真理」和「道路」。講「生命」容易明白，我們的主觀一

下就明白了。但是我們要知道，「真理」和「道路」也都是講到一個活的人（living 

person）——就是耶穌。今天早上的信息一再講，什麽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穌。

什麽是恩典？恩典就是耶穌。其實所有 神給的祝福、 神所有的旨意、 所有的

應許、甚至所有的命令、律例典章，全都是基督。 

所以我們這裡說：「所有《聖經》中的真理、所有《聖經》中的應許、所

有屬靈的事物和原則、所有生命的經歷和意義、所有教會的建造和道路……，

全都必須在屬靈的境界裏和基督發生關係。祂是源頭、祂是内涵（或是祂是該

有的性質）、祂也是我們終極的目的（就是我們該得到的結局）」。《聖經》

上講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啟 21:6）。

整個的中間，「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He is all and in all）。我再講：

祂是阿拉法，是開頭，是一切的開始；祂是俄梅戛，祂是一切的終結。而整個

中間這一段，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全都是祂。 

這個信息聼起來好像很高，其實在我們中間已經講了二十年。從這個教會

開始，我們就在傳這個。我何等希望我們講的、聼的，都常常被擺在天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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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我們的虧欠，看出我們真實的情形。讓我們在這個正路上能夠被主得着，

能夠真正地走在其中。 

弟兄姊妹，抓住了這個的話，我相信我們整個一生要被翻轉，我們整個一

生的價值，就不一樣了。我們今天很可以為了體貼我們的軟弱、需要——不僅

你們需要，我也需要——常常多講一點赦免的道，常常多講一點愛的道，常常

多講一點怎麽樣去經歷主的祝福，我們可以講很多怎麽樣去解決生活的問題。

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們離開了這個最闗鍵、最重要的『屬靈的實際』，那

些東西帶給我們的祝福都是很有限的。可是當我們摸著這個的時候，我們好像

得到了一把萬能的鑰匙（master key），可以開所有的門，我們不可能沒有出路

的。 

當這把鑰匙不在我們手中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四面受敵被困住。爲什麽哥

林多後書第四章講到：「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 因爲你困不了的，

基督在我們裏面，你得到了這把鑰匙，你得到了「7 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

明這個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8我們四面受敵，卻不

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至失望；9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

至死亡。」（林後 4：7-9）因爲我們裏面有個不倒翁，有個打不倒的東西，有

一個真正的重心。這個不倒翁，不管你怎麽打它，它會受搖擺，會受震動，但

是至終它會穩住，因爲在它裏面有一個穩的力量，有一個穩的原則，有一個不

改變的東西。今天如果我們得到了這句話真正的意義，我絕對相信，不管你生

病也好；在職場上碰到困難也好；家庭裏面產生問題也好……任何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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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一切！祂真的可以替我們解決所有的問題，這把鑰匙可以替我們開每一

個鎖住的門、每一條人以爲沒有路的路。 

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每一個都是講到基督自己。一般

的宗教講真理的時候，真理是一個白紙黑字上寫出來的、人生體會寫出來的哲

理。但是，《聖經》上講到真理的時候，祂是一個活的人、一個有位格的活人

（a living person）——就是主耶穌自己。 

我們一定要在《聖經》裏面來看這些事情，所以我在這裡列了經文，歌羅

西書第二章第十六節到十七節：「 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

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17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

督。」 請大家注意到連《舊約》裏面所有講的這些東西，不過只是個影子

（shadow），本體是基督。所以你光去就著影子來看的話，他是模糊不清的，

他是不具體的，甚至原諒我說他會誤導（misleading），有時候會產生誤解。 當

你看到地上是一個圓圓的影子，一個圓圓的太陽在上面或是投影燈在上面，照

下來地上有一個圓圓的影子，請問這個圓圓的東西到底是什麽？我們不知道，

它可以是一個盤子、它可以是一個輪胎，它可以是任何一個圓的東西。你認為

是輪胎，可是你抬起來頭看的時候，發現它不是輪胎。所以影子不僅僅讓你看

不清楚本體，而且它會誤導（mislead），有的時候會讓我們產生誤解。我們以

為它就是這樣的，其實它本體不是這樣的。 

所以在《舊約》裏面以色列百姓學了這麼多外面的東西，去學獻燔祭、殺

祭牲、獻祭，他們都學了。那麼多的講究教他們怎麼獻祭，獻贖罪祭是怎麼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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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贖愆祭是怎麼獻，獻素祭、平安祭、燔祭是怎麼獻，各式各樣的祭、各式各

樣的教導都在，但是到最後 神在《瑪拉基書》說：「10 甚願你們中間有一人

關上殿門，免得你們徒然在我壇上燒火。」（瑪 1:10）不要他們進來奉獻。

《以賽亞書》第一章 神說：「13 你們不要在獻虛浮的貢物。香品是我所憎

惡的；」（賽 1:13） 因為這些百姓嘴唇親近 神，心卻遠離 神，他們獻祭的

時候不是把最好的獻給 神，完全失去了奉獻的真意，全是表面的。以為守這個

就好了，以為只要行割禮就好了，以為我只要這麼做就可以了，其他我可以我

行我素， 神說：不（No），這些都不是我要的。甚至連奉獻這麼重要的事，

很多人講《瑪拉基書》只講第三章第十節，要十一奉獻，「 以此試試我是否

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 。其實我們真的也要看第一章第十節， 

神巴不得有人把門關了，祂不要這個東西。因為我們根本不是從心靈裏面來奉

獻，不是真正帶著一個感恩的心、帶著一個愛主的心。所以，弟兄們告訴我們

說：真認識基督，真認識什麽叫奉獻，我們是跪著爬著到主面前說：“主啊！

求祢憐憫，求祢潔淨，來悅納我對祢的奉獻。 

有一個老弟兄說：他每次奉獻的時候，常常站在奉獻箱前，把奉獻丟進去

以前他就禱告說：“主啊！不僅錢是髒的，人也是髒的，求祢潔淨，求祢悅納。”

這是一個不配的態度，這是一個真實的態度，而不是只是我們外表的一些要求、

一些律例典章。所以，《歌羅西書》在這裡告訴我們：「16 所以不拘在飲食

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西 2:16），不要再去

跟別人有論斷，去爭去辯，這些不過是後事的影子，本體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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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講過，我們二十多年前剛到中國的時候，看見聖靈在那裡的工作，

我們感動，我們敬拜。但是我們也碰到了一些非常死守傳統的，就是非要這麼

做，不然的話就好像不屬靈。禱告結束的時候，如果沒有用主禱文，就是錯的。

《聖經》上都沒有這些東西，但是，是老弟兄教的。阿們只能夠說阿們，不能

說 A 們，A 們是靈恩派，阿們才是正統的。 

弟兄姐妹，這些東西是人加進來的，我們不要去在乎這些東西，這些是影

子。現在爭這些，過會兒太陽下山了，所有影子都不見了。 基督來了，所有影

子都不見了，祂在乎的是本體。到底我們今天在這裡要得到的是什麽？ 到底我

們在乎的是什麽？到底 神要給我們的是什麽？到底 神所要得到的是什麽？我

是不是真正在裏面？ 

有人抗議說：我們爲什麽要每個禮拜有擘餅聚會？爲什麽不每個月一次？

弟兄姐妹，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問，是因為我們沒有真正地摸著擘餅的真義（the 

true meaning of breaking of the bread），也沒有真正地進入擘餅的真義。真進入

的話，當時的使徒、門徒們是天天在家裡面擘餅，捨不得不擘餅，太寶貴了！

把我們直接帶到主的腳前，帶到主的桌子面前，在這裡碰到的是祂為我們捨棄

的生命，在這裡每一次碰到的是祂為我們所流的血、那血裏面的愛、血裏面的

救贖、赦免、接納。弟兄姐妹，這叫作真正的擘餅。所以，不要再去管外面，

再去爭那些外面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要在乎基督到底在不在其中。 

底下講到「24…基督總為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 1:24b）到

了第三十節「30 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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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b）《歌羅西書》第二章第二節到三節說：「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西

2:2） 神整個旨意的奧秘就是基督。這是活的，不是死的。「3 所積蓄的一切

智慧知識，都在祂裏面藏著。」（西 2:3）而我們今天的背誦經文《歌羅西

書》第二章第九節到十節：「9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

住在基督裏面，10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

首。」 神所有的旨意、祂所有的奧秘、祂所有要給人的、所有的應許其實全部

都在基督裏面。所以，我在這邊另外列了一個經節，《哥林多後書》第一章第

二十節：「 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也都

是實在 （原文是阿們）的，叫 神因我們得榮耀。」每一個應許都是基督，

不要只去得那個應許裏面所該有的祝福。例如說：「我必賜平安給你們」我

們的注意力如果只在那個平安的感覺和經歷的話，那就錯了。平安就是那位活

的耶穌（living person），所有《聖經》的應許都是這位。 

今天早上我們講的：「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的完全。”」（林後 12:9）這個應許我們常用，我們常禱告。

弟兄姐妹我就是想問一下就著『屬靈的實際』，我們真是這樣嗎？你真的能夠

在這裡，在眾人面前可以作見證說：主的恩典夠我用嗎？主的恩典是不是每一

個的現在都夠我用？他們告訴我們動詞是用現在時，不是過去曾經夠用，我也

相信有一天主的恩典要夠用，主要把我從難處中帶出來。原文的意思就是主耶

穌的恩典， 神的恩典，在每一個的現在都夠用。如果夠用，我們爲什麽要跟太

太吵架？夠用的話，我爲什麽勝不過試探，我非要上網。夠用的話，爲什麽來

到聚會中我不敢開口禱告？明明主耶穌在這裡，我應該向祂讚美的，我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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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到我的面子？我爲什麽顧慮到自己的禱告好不好？我爲什麽顧慮到如果我

禱告，我的太太就可能不服氣？我們生病了，發燒了，爲什麽心裏這麼煩？主

的恩典夠用的話，祂應該讓我在凡事上得勝有餘，讓我不論生、不論死總叫基

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不發燒的時候，我活得像耶穌，充滿了愛；發燒的時候，

我應該也是一樣，不過發燒而已。 

弟兄姐妹，我們真的能夠這樣見證嗎？我們能夠見證主的能力在我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嗎？我相信我問大家承不承認自己軟弱，你們都會舉手的。那我接

著問主的能力在我的軟弱上顯的完全，顯的更多，有嗎？ 你就發現我們很多的

時候沒有進入。所以，『屬靈的實際』是一個挑戰，是一個鏡子，一個光照，

是 神的天平，在這裡提醒我們到底我們今天是什麽？到底 神所要的我們得到

了沒有？到底這些遭遇的裏面、這些經歷的裏面、這些應許的裏面、這些真理

的裏面、這些屬靈的原則跟教導的裏面，我碰到了基督沒有？還是我只是外面

的？我在乎的只是人給我的誇獎和肯定呢？還是我在乎 神怎麼看，在乎撒旦怎

麼看，在乎我這個東西是對 神家真正有祝福的？ 

 

三、 具體落實『屬靈的實際』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能夠具體的落實『屬靈的實際』。 

我曾經跟大家打過一個比方：你如果到大的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去，你要

去某一個商店去買某一個東西，到了購物中心以後，你可能要做幾件事情：第一個你

的店到底在哪裡？例如說你是要去梅西百貨（Macy’s），或者要去西夫韋（Saf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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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找到它在地圖上的什麽地方。第二個你要知道那個紅點在哪裡——購物中心地圖

上都是這樣用紅點來標明你現在所在的位置：你現在在這裡（You are here）。知道了

你要去哪裡，知道了你現在在哪裡，然後接著呢？你要知道怎麼去。  

我們今天講『屬靈的實際』，弟兄姊妹，我們需要很謙卑地來到主的面前，讓 神

顯明在我這個人身上，到底 神要的是什麽？而我現在到底在哪裡？不要再浪費時間，

天天迷迷糊糊地過日子了，早晚是要跟主交帳的。讓主在每一件事情上來顯明，到底

我現在是什麽？而 神要的是什麽？讓我們在裏面產生一個很強的意願（strong desire），

像那個血漏的婦人，我要得醫治！在她裏面有一個這麼強的心願，她說：我就是要得

醫治！ 

所以我在這裡提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要真知道到底 神所要的是什麼？什麼是該有的『屬靈的實際』？

你必須要知道 神到底要的是什麽。 

第二個，求聖靈光照、顯明我們真實的情形。這一步驟是沒有人可以替代你

的，必須自己到主的面前非常真實地求 神顯明。 

我在這邊列了 12 條，今天沒有放在你們的講義上，但是會出現在你們的作業

（homework）上面。這 12 條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原則，像救恩的真理、福音、或是聖

經的應許、屬靈的原則……我相信可以放更多條。我希望大家能夠很認真地一個一個

給自己打分數。過去幾次的《新人門徒訓練》（ND），碰到這種打分數的時候，我都

是說從 1-10 分讓大家給自己打。你今天注意到我的講義上寫 0-10 分，因為如果我們

很認真的話，你就會發現有些地方你必須給自己打零分。我們就很認真地從12個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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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10 個成績最高的，加起來看看到底及格了沒有？可能連及格都很少。真的，一不小

心你發現有一些東西你只能給自己 2 分，可能給自己 1 分，因為差太遠了。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不這樣認真地給自己一點評價（assessment）、給自己一些評

估（evaluation）的話 ，不讓自己靠著聖靈的光，來這裡看看我自己到底今天幾斤幾

兩的話，我們這一生可能就是糊裡糊塗地過去，而到見主的時候全燒掉了，那個時候

的懊悔是很大的。 今天能夠被主提醒，有這個醒悟（awareness），那個浪子就醒悟

過來，開始走回頭路。去以馬忤斯的路上的兩個人看見了耶穌，馬上轉回來（make a 

U-turn）向耶路撒冷去。我們需要主這樣幫助我們，所以到底當我碰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的信仰是真實的嗎？我真相信這位 神嗎？ 

我出的第一個題目是：「 神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神。」你會說：

這個我絕對給十分，我當然相信。慢一點，如果你真的相信 神無所不在，你現在跟太

太吵架，或者你正在犯罪，你真相信祂在嗎？你相信祂在看著我們嗎？我們還敢嗎？

我們還會嗎？我真的生病了，我身體不舒服了，我會埋怨嗎？當我為一件事禱告的時

候，有這麼多的憂慮、煩惱、害怕在我裏面，我真相信 神無所不能嗎？弟兄姊妹，其

實很多東西一衡量，我們真的差很遠。       

像我們剛才講的，在聚會中我們用心靈和誠實來讚美 神，我每一次打開《聖經》

讀經的時候，我每一次唱詩的時候，每一次聚會的時候，每一次靈修的時候，我真的

把我自己擺在 神、擺在至高者的面前，我在這裡向祂唱詩，向祂禱告，我在聖靈中與

至高者對話，與祂相會並相交嗎？雖然我跟弟兄姊妹講，禱告是「人與神在聖靈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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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會和相交」。但是常常我禱告的時候，我沒有在這樣的境界裏面，我需要一再地被

聖靈提醒，把我帶到這個裏面，就算被提醒了，常常進去幾秒鐘又跑出來了。 

弟兄姊妹，我們需要 神憐憫我們，給自己好好打打分數。但是，不要灰心，下個

禮拜跟同伴們在一起的時候，你可能會得點安慰。可能發現大家同病相憐，我們一起

來，我們一起從糞坑裏面起來。 神從糞坑中提拔我們，從污泥中救拔我們，讓我們跟

王子同坐，我們接受祂的拯救。我們在亞杜蘭洞跟著大衛，好好跟耶穌，跟了一段時

間以後，這些土匪，這些心中愁苦的、欠債的、心中窘困的，個個變成 神家大能的勇

士。所以，我希望你們每個小組都不要灰心，我們不管今天打分數打到幾分，讓我們

勇敢地起來，但是要很認真地給自己打分數。 

第三個，就是當聖靈光照我們的時候，我們裏面要有『神聖的不滿足』。

一定要有那個強烈的願望（strong desire），把它當做我們的鬧鐘（wakeup call），求 神

把我們喚醒，像鬧鐘一樣把我們叫醒，讓我們醒悟過來。 

在這第三項裡，我提了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求主強化並且成全我們渴望長

進、追求真實的心志。」裏面要有一個不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這裡所說的不

滿足就是我對自己所得到的基督覺得不夠，我對自己屬靈的情形不滿意。前輩們把這

個叫做『神聖的不滿足』，這樣的不滿足是好的，它會在我們裏面產生正面的一個長

進的心志。 

第二件事情，「要學習善用每次的攪擾、失敗、無能、不足，讓它成為我們

更深經歷基督、落實救恩的機會。」 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這是很重要的，而

且是非常有福的一個心思（mentality），一個態度（attitude）。就是我們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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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態度，一定要被 神轉過來；就是每一次當 神顯明我們不夠的時候，每一次當 神

暴露、或是容許我們失敗的時候，或是當我們這個人受到攪擾，或是不能夠進入《聖

經》該有的情形的時候，弟兄姊妹，不要埋怨，這是一個機會，這是聖靈給我們的一

個提醒，讓我們看見有未得之地，讓我們看見還有機會趕快長進。不光要不埋怨（Let 

go） , 而且要讓 神介入（Let God），要在主的面前看見自己的不行，不要再憑自己

用從前的方法去解決問題，我們要學習把自己帶回到 神的面前，靠著主的恩典，既然

祂說祂的恩典夠用，祂說夠用就是夠用。 

我常常跟大家講的比喻: 我的經歷、我的遭遇、我的力量都讓我覺得自己得到的

恩典是這樣的不夠；但是 神說：我的恩典是夠用的。請問：是誰錯？當然是我錯，仇

敵蒙蔽我，我自己的經歷有限，信心不夠，認真操練得不夠，所以，有這樣的落差，

那是可以了解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們要堅信， 神說恩典夠用，不是將來夠用，今

天就該夠用，在這件事情上就該夠用。所以，我要向 神禱告，讓我這個人被提起來，

讓我的信心被提起來，讓我的經歷被提起來， 讓我得到的恩典被提起來，而真的達到 

神說的夠用——這叫做強烈的願望（strong desire），一個『神聖的不滿足』。我不能

夠再像向從前一樣，要發脾氣就發脾氣，要失敗就失敗，要犯罪就犯罪，要撒謊就撒

謊。弟兄姊妹，我們要在主的面前不再容許這些事情。“主，不行，我不讓祢過去，

祢不祝福我，我真的不讓祢過去。我就在這件事情上，我要跟祢交涉，跟祢摔跤，我

一定要讓祢能夠讓我真正從裏面經歷到，祢不光是亞伯拉罕的 神、是以撒的 神，也

是我雅各的 神。” 

所以，我很喜歡《詩篇》第二十篇「名為雅各的 神」（詩 20:1），祂不光是以

色列的 神、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 神，祂也是雅各的 神。即使是一個敗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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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是他的 神， 神要改變他。請大家不要小看「學習善用每一次的攪擾、失敗、無

能與不足，讓它成爲我們更深經歷基督，落實救恩的機會。」你找到了這個破口就應

該感謝 神， 神顯明了這個破口就應該感謝 神。 

我們家以前有塑膠游泳池的時候，每次有地震時，塑膠就很容易破掉，就漏了成

千上萬加侖的水。所以我們去找專家（professional）來，他們穿著潛水衣，下水去找

洞，找一個洞 300 塊，真的很貴。所以，後來我兩個兒子會游泳的時候，我就教他們

說：“你們找到一個洞賞 5 塊錢。”他們兩個都興奮得不得了，就在那邊找洞，一找

到我們就把洞補起來。你不會找到了洞，還任憑它存在的，你一定會把它補起來，做

一些事情（do something）來阻止它繼續的漏掉。 

我們生命裏面充滿了破口漏洞，所以，當 神顯明我們的不足的時候，是為了

施恩。我再説“ 神顯明我們的不足，是為著施恩”。要抓住這個機會，不能再浪費

這個機會，讓主來改變我們，讓我們得到『屬靈的實際』，真正被祂改變。 

最後就是謙卑地依靠聖靈。真的要謙卑，「很誠實、很透明、很迫切地懇求聖

靈的幫助，並且順服祂。」所以，聖靈來，要把我們帶進一切真理的實際。當我們裏

面有這樣一個強的心志（strong desire），不甘心繼續軟弱下去的時候，聖靈就來，祂

就要把我們帶進真理的實際。 

那麽多人在擁擠耶穌的時候，只有那位患血漏的婦人是用信心觸摸耶穌，這是一

個活的信心（active faith）、一個真實的信心。這一個活的信心就讓她接觸了 神的能

力、基督的能力。就讓基督是全能的主，不再是一個道理，變成這個血漏婦人的經歷，

變成這個血漏婦人可以起來做的見證。大家都在擁擠，所以，當主說：“誰觸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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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彼得這些人都搞不懂：你怎麽會問這樣的問題？衆人都在擁擠祢，祢還在說誰觸摸

祢？耶穌說：“不對，有人觸摸我，因爲有能力從我身上出去。”這個叫作『屬靈實

際』，要讓我們的信心被激發起來（activate our faith），要真正地用它。不要再活在

虛假的裏面，認爲我信 神，也不否認我信 神，但是我們的生活卻不是在信心的裏面，

我們沒有真正地在我們的信仰中求  神把我們腳踏實地地帶進真實裏面。 

所以，講《被改變的生活》一開始，我爲什麽要講《屬靈的實際》這個題目？因爲這是一

個我們將來要用在時間上、在金錢上、在我們家庭生活上的大原則。必須從這裏面讓我們的生

命繼續被改變，跟 神的關係繼續被改變。 

我們唱一首詩歌，《聖徒詩歌》第 276 首。這裡一共講到了 24 個“更…更…更”，我再

説，我希望我們在主的面前，在『屬靈的實際』上，我們能夠越來越真實，越來越進入，越來

越得到我們該得到的，進入我們該進入的，經歷我們該經歷的。我們一起帶著禱告來唱。 

詩歌：《聖徒詩歌》第 276 首   《主使我更愛祢》 

    一、 

主！使我更愛祢，和祢更親密，為祢名更熱心，向祢話更信， 

對祢憂更關心，因祢苦更貧，更覺得祢看顧，更完全順服。 

二 

主使我更得勝，向祢更忠誠，在祢手更有用，對祢仇更勇， 

受苦更為忍耐，犯罪更悲哀，更喜樂任怨勞，更完全依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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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使我更屬天，更常見祢面，更脫凡俗生涯，更想慕回家， 

更願意處卑微，更被祢破碎，更為不顧自己，凡事更像祢。 

<副歌> 

求主天天扶持我，給我力量保守我， 

使我一生走窄路，使主心滿意足。  

剛剛我們講過，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祂。在我們的題目裏面就提醒我們，到底

每次唱詩、每次讀經、每次聚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真正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我們學著現

在就來操練，我們帶著禱告的心，尤其到了副歌，把它背起來，就變成我們向主的禱告，讓我

們的生活更像我們的禱告。 

禱告： 

主，我們從心裏面，我們向祢獻上感謝。是的，在我們這一生裏面，我們還有許多的未得

之地，謝謝祢還把時間、機會留給我們。主啊，讓我們不再任憑自己軟弱，救我們脫離這種不

冷不熱的光景；救我們脫離一切的儀文舊樣，讓我們在心靈的新樣裏面來事奉祢，讓我們用心

靈和誠實來敬拜祢。就讓我們腳踏實地地跟隨聖靈，讓聖靈把我們帶進一切真理的實際，讓我

們真看見基督不僅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祢是源頭、祢是性質、祢也是我們該有的結局。主

啊，幫助我們在每一件事上來經歷祢、來得着祢，能夠真實地活出祢來。謝謝主！ 

爲著我們重新恢復這《新人門徒訓練》，我們仰望祢。把每一個小組、每一位同工、每一

位弟兄姊妹，都交在祢的手中。就試著讓我們一步一腳印，腳踏實地地跟隨羔羊。祢無論往哪

裏去，讓我們都跟隨祢！祝福我們的學習，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