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大章弟兄 

2023 年 1 月 15 日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而且我

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祂面前。在过去几年的时间，我怎么

样藉着内在生活来帮助我度过许多难以想象的压力，而且

让我现在还能够站在这里，还能够来为主做见证，而且藉

着这些经历，不但没有让我丧志，反而让我更认识主，更

经历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 

 

我想我们先来读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 16 节 “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

，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不要害

怕，不要想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祂面前，祂永

远张开双臂来欢迎你！我们到祂的面前，不是为了要得到

什么好处，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恩膏，而是要蒙怜恤，得

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主，不要

把祂想成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祂是我们最好的

朋友，祂是我们的爱人。 

 

我想一开始先分享一段小小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我

开车到加油站去加油，我等了一会，后来油加完了，我就

把油管放回去。以前我加油从来不看我加了多少油，这次

加油多少钱，我从来不看的。因为通常我都是上班的时候

赶快加完，赶快就走了。结果那次不知道怎么的，我把油

管放回去的时候，就顺眼瞄了一下，结果不看还好，一看

发现这次加油的价钱是 120 块美金！我一看就吓一跳说：“ 

啊！120 块美金？！” 以前不是才 30 块、40 块，怎么忽然

变成 120 块？我看了之后心里就一惊。然后接下来就有很

多意念进来了——我这次就加了 120 块，我将来日子怎么

过？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啊？人家一直说“通货膨胀”什么

的，我今天才看到，我开始感到那个锥心之痛。“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从小我父母就说：“ 你要节省

，这个钱不要乱花，我们要准备不时之需。” 这些意念全

部都进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我

当场崩溃；但是没有，我选择另外一条路——我说：“ 我

奉耶稣的名我宣告：在基督里我们全家所需用的一切都不

缺乏。” 这节出处是在《腓立比书》四章。 

但是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要操练来宣告神的话，在各

样的时候来宣告神的话。其实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像那样

一个宣告，然后好了，该去上班了，就门一关，车子一开

就走了。接下来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看见了，听到了

，可以很害怕。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其实我

也要讲 “ 害怕 ” 。说老实话，“ 害怕 ”是我们常常会

面对的一种感觉，对不对？会不会？你怕什么？有人怕狗

，有人怕脏，有人看到地上有垃圾就受不了。记得我小时

候很怕黑，只要黑暗的地方我就不敢去。那时候没办法，

小时候晚上我要去上厕所，我们的厕所那边很黑，我得走

过去。我说：“ 爸爸妈妈你陪我，我不敢去上厕所。” 我

父母都会说：“ 你怕什么怕啊，男子汉大丈夫的，黑有什

么好怕呢。” 没办法，我就是怕。我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

怕。怕就是怕，是不是？当然现在不怕了，长大以后就好

了。其实，我相信害怕对大家来讲是一种很通常的感觉。

我知道有人怕狗，特别现在疫情，生病、流行病、病毒等

等，这些其实都是听起来令人很害怕的事。经济不景气，

还有很多坏消息，很多时候我手机上传来传去大部分都是

让我们看起来会害怕的消息。说实在的，“害怕”到底是什

么？其实“害怕”是“罪”来到世界的结果。 

记不记得《圣经》上有讲，当初亚当、夏娃他们违背

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话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

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听到神的脚步之后，

他们就躲起来，他们害怕见到神的面。他们以前不会的，

而且他们发现：糟糕，我没有穿裤子，光着屁股。这个时



 

 

候，他们就开始觉得羞耻，所以，其实害怕是因为罪的结

果，是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结果。 

可是，有人可能会说：“ 你知道吗？我从小经历了多

少可怕的事情啊？我被虐待或者我经历过战乱、我经过饥

荒，你还说我有罪？我已经够可怜了，你还说我有罪？！” 

但是，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罪”其实不是说你做错

了什么事。《圣经》上说“罪”是什么？“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是“罪”。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即使你没有违法，我们

仍然是罪人。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害

怕”是不是神的荣耀？不是，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

在这个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是罪人。罪的结果就是

害怕，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 

 

另外，其实魔鬼撒旦牠也知道我们有罪。所以很多时

候，魔鬼撒旦会用谎言把我们带到一个罪恶感里面，让我

们觉得很羞耻。牠可能会扭曲一些事实来控告你：“ 你看

！这都是你的错，你是一个坏人！” 所以你觉得：“ 对！

我真的是一个坏人，我不好意思见人，我对不起我的祖宗

八代，我活在这世上真是一个羞耻！” 魔鬼同样知道我们

因为罪而有羞耻，牠就藉着愧疚感来控告我们，让我们陷

在更深的罪恶感、害怕跟羞愧里面。 

我记得在我们小家，有一位姐妹分享到她的女儿，她

怎么帮助她的孩子。她的孩子在学校里有某一个科目的成

绩非常不好，那她就尽量地想要自己去教她、帮助她的女

儿。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没有起色。而且因为在教功课的

过程当中压力很大，所以她跟她孩子的关系弄得非常不好

。后来我们就问她说：“ 你可以跟神祷告啊！求主帮助你

的孩子，也帮助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 结果她说：“ 不

！我不能跟神祷告。” 我说：“ 你为什么不能跟神祷告

？” 她说：“ 因为我要为我的孩子求好的、求祝福，这就

是贪心。所以我不能跟神祷告，所以我从来不跟神祷告。” 

我就问她说：“ 这是谁说的？谁说你为孩子求祝福是贪心



 

 

呢？” 后来我们就了解到， 她给我们讲了她小时候的故

事。原来，从小她的长辈就给她一个观念说：“ 你今天想

要好东西，你就是个贪心的孩子。” 所以，她从来不敢求

好的东西，要好的东西，特别她也不敢跟神求祝福。为什

么？因为这一个控告在她的心里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魔鬼的谎言，是不是？《圣经》

上怎么说？【腓 4:6-7】 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藉着祷

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是在《

腓立比书》第四章里讲到的，这不是我乱讲的，这是神的

话。所以很多时候魔鬼撒旦的谎言，我们用神的话可以把

它抵挡回去。但是很多时候魔鬼撒旦牠会用谎言来扭曲真

理。其实求好东西不是坏事，对不对？但贪得无厌的确是

坏事，对不对？所以牠就把它稍微扭曲一下：“你向神求好

的，这是罪！”其实不是。后来我们就带着这位姐妹，因为

她不敢跟神祷告，因为在她里面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控告，

所以我们就说：“ 好，没关系，我们祷告一句，你就重复

一句。” 就这样子我们就为她的女儿求祝福，求主给她好

成绩。她终于打破了这个障碍，开口向神为她的女儿求祝

福。 

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那个时候做了一

件事情，就是把这位姐妹带到主的面前、带到神的施恩座

前，然后带着她一起来祷告。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灵命比较

成熟的我们需要帮助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那不是她的错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好像灵命不是很成熟，我不好意

思跟人家”，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大家都愿意帮助你。我们

晓得任何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用神的话—

—真理去抵挡牠，魔鬼撒旦就要逃跑——这是我们神儿女

手中一个非常大的权柄。 

 

我们现在来看看，既然我讲到施恩座，我们带到神的

施恩宝座面前。那“施恩座”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施恩

座”在《旧约》里有讲过，是约柜的一部分。其实大家不



 

 

要小看旧约圣经，我们常常会觉得旧约里的仪文、规条、

律法现在都过去了，我们现在是新约时代。但其实在《旧

约》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甚至神在会幕里面很多的物

件，都是在预表今天我们在神的救恩里、主耶稣里所经历

的。“施恩座”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当初神怎么样

启示摩西来制造约柜。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

五章，神把约柜怎么做、会幕怎么做、里面每个器皿怎么

做、每一个细节都讲得非常清楚。你知道我是一个机械工

程师，我们设计很多东西，我们要画设计图，要有尺寸标

明，而且要标明出这要用什么材料做。结果我看《圣经》

就这样描述出来，摩西就把它做出来了。这真的是不简单

。摩西怎么做得到？他有神的开启在他里面。所以，当神

的话到他里面，他领受了神的话，他好像是从一个异象里

面就做出来了。但是没关系，这些细节我们不用讨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25 章 10-16 节，它先讲

到约柜本身用什么做。【出 25:10-16】要用皂荚木作一柜，

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

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脚上，这边两

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

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常在柜的环内，不可

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接下来我们

来看一下这个约柜的图片：法版就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大

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约柜是用皂荚木做的，这个木

头外面包着金子，所以你看金碧辉煌，但它里面是木头。

法版就放在约柜里面。法版上写的什么？神的十条诫命—

—“ 你要单拜神，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顺父母，不可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等等，我就不把它全部说出来了。 

所以《十诫》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是罪

人。其实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有讲到：在这个诫命

上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部。在《罗马书》也提到过，

所以我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神在律法上告诉我们的十条诫命，没



 

 

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每个人在律法、在十诫面前都是有

亏欠的，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完全地

做到。“不可贪恋邻舍的妻，不可奸淫。”主耶稣有说过：“

你没有做出来，但是你心里想，就跟犯了奸淫是一样的。

你恨人就是杀人。” 以前我在想，我恨人只是我心里恨他

，我又没有做出来，为什么这也算罪呢？后来我想为什么

人要去杀人，因为他恨他。所以恨的人只是没有做出来而

已，但他所犯的是一样的。那个杀人的只是他做出来这一

步而已。地上的律法是管你外面的行为，但是神的诫命告

诉我们我们心里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律法面前没有一个能

够站得住。 

那时候我在想：“为什么约柜要敞着口？为什么不用皂

荚木做一个板子把它盖起来呢？为什么？”其实你知道约

柜里面放的是《十诫》，我刚讲到《十诫》是指出我们的

罪，所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

在宇宙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遮盖我们的罪。我

们试着去做好行为，没办法遮盖我们是罪人的事实。我今

天去捐钱、我去行善，没有错，人家会称赞我，但是仍然

没有办法遮盖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没有办法。在这日光

之下，宇宙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盖在十诫石

板之上，而遮盖它说 ：“ 好，我看不见你的罪了。” 没有

。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接下来就讲到“施恩座”：【出 25:17-20】要用精金作

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

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作一个基路伯，那头作一个

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

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

座。接下来这个是它的盖子，这个叫做什么？施恩座。其

实，和合本圣经有注释，施恩座或说避罪座，就是把罪遮

盖起来的一个座位。而这个施恩座跟约柜其它部分做法是

不同的。其它地方是用木板，外面包着金子，所以看起来

金碧辉煌。但这个施恩座是用纯金做的，里面没有任何杂

质，是纯金。那时候我曾经在想：为什么施恩座上面没有



 

 

椅子？我们来看一下施恩座的图片。这个就是施恩座，用

金子，全部都是纯金锤出来的——两个基路伯、两个天使

遮掩施恩座。当然这是后来的人照着《圣经》上的描述想

象出来的，把它画出来的样子。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完全

一样？不一定，但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曾经想过：施恩座有两个天使遮着，没错。但，椅

子在哪里？那个座位在哪里？后来读了很多遍《圣经》之

后，我就了解到：神是没有形象的。其实换句话说，神从

来没有把祂的形象显给我们看过，连摩西都没有。摩西曾

经说：“主啊，你能把你的形象显给我看，让我看看你长什

么样子吗？” 神说：“ 好。” 神用手把他的脸遮着，从他

旁边过去。没有人看过神的形象，为什么？免得人去制造

偶像来拜祂。神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神是比地

上任何有形象的偶像更真实的主。祂要我们去经历祂，而

不是看见祂、去拜祂。所以，这就是神的施恩座或叫作避

罪座。其实英文版的圣经我查了好多个版本，有的叫赎罪

座，有的地方叫遮盖的座位，但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它

是要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施恩座放在哪里

？放在约柜的上面。【出 25:21】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

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阿们！法版放在

柜里，施恩座放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法版在柜子

里，然后这个柜子敞着口，接下来施恩座放下来，就把法

版盖在柜子里了。只有神自己能够遮盖我们的罪。只有神

自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在天地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

没有一件好人好事、没有一个善行能够遮盖我们是罪人的

事实，只有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

的主！没有错，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愿意我们得救

。 

祂在《旧约》的时候就来告诉我们：【出 25:22】 我要

在那里与你相会，也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

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阿们。在这个

地方是干什么的？施恩座面前是主跟摩西面对面的地方，



 

 

而且主在施恩座的地方跟摩西说话。说要他吩咐以色列所

有的事情，由摩西来代表到施恩座的面前。而且《圣经》

有讲过，天父上帝称摩西是祂的朋友：“摩西，你是我的

朋友。”所以摩西随时都可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跟主说话，

什么话都可以说。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记载所说的其它

的话，只记载了神吩咐摩西要传给以色列人的话。但是主

已经说过了，在《圣经》上也说过：摩西是主的朋友，主

面对面地跟他说话，就在施恩座前。这就是今天这个《圣

经》的基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的施恩座

前，来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的基础，但是在《旧约》那

个时候摩西可以，但是到后来摩西之后，接下来亚伦后裔

的大祭司就没有像摩西这样可以随时进到主的施恩座前。

摩西可以，但是接下来亚伦后裔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

所里面，到神的施恩座前，然后跟神面对面，但是他必须

要带祭牲的血，赎罪祭的血。所以每年大祭司在赎罪日的

那一天，他带着祭牲的血进去，还要洒血在施恩座的前面

，为什么？因为只有血能够来赎去我们的罪。那个时候是

祭牲是宰牛宰羊，让它们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其实因为罪

我们是应该死的，但是神给我们一条路，祂允许当时的人

献祭宰羊宰牛，用血来到祂的面前，罪可以得赦免。 

但今天因为主耶稣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祂流

了血，以至于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刻，至圣所的幔子裂开

了（以前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所以里面至圣所

的约柜每个人都可以看见了。不管你在哪，你都可以看见

了。因为祂已经拆毁，主耶稣已经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

墙，以至于我们今天就像《希伯来书》第 4章 16 节：我们

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

惠，作随时的帮助。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你可以，我可

以。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是我可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耶

稣担当了我的罪，我们一起来大声地把这一节再念一次好

不好？《希伯来书》第 4 章 16 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



 

 

助。 

 

魔鬼撒旦不能再控告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到主

的施恩座前，蒙怜恤，得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那次

我跟燕琼我们俩一起带那位姊妹祷告，我们就带她说：

“亲爱的主啊，我今天要来为我的女儿来求，求祢给她好

成绩。”这是一些非常简单的祷告词，但对她来说，她一

直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我们把她带到天父面前，就是带

到神的施恩座前，她里面的羞耻感被遮蔽了，因为神的怜

悯。所以这就是我们《圣经》的根据。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到神的面前来，坦然无惧地来，不要带着任何的羞耻。 

 

施恩座在哪里？大家想想看在《旧约》的时候，施恩

座在哪里？约柜在哪里？是在圣殿里面的至圣所。什么叫

至圣所？至圣所跟外院圣所不太一样的一点是，至圣所不

是所有人都能进去，是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是一个非常

安静的地方，没有打搅的地方。今天这个至圣所在哪里？

各位弟兄姐妹，你一旦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与主之间

隔断的墙已经都没有了。今天至圣所就在你的里面，就在

我们的内室里，这是我们可以与主相会的地方。 

我记得在江牧师的《内在生活》的教导《祷告一》里

面讲到，那个标题就是《进入内室，关上门》。我告诉你，

我永远记得这句话。里面特别讲到一个见证，你看我到现

在都还记得。她讲到一个姐妹，这位姐妹她的房间在一个

很吵的地方，房间的窗外是一个公共厕所，那里面有浴

室，因为附近有一个公共的游泳池，所以很多人游完泳就

起来到那边去冲澡。谁游完泳冲澡会安安静静地冲呢？一

定是讲讲话、笑一笑，讲讲等会去哪里看电影、吃饭什么

的，绝对不会是安静的地方。然后她的房间又面对着厨

房，她的母亲在那里炒菜，要开抽油烟机、锅铲铛铛响、

还切菜什么的，所以绝对不会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

她隔壁又是她姐姐的房间，她姐姐工作到很晚回来，回来

后就把电视机打开，很大声。所以这位姐妹所在的房间是



 

 

一个要塞，是非常吵闹的地方，所有的关卡、交通要道，

所以这位姐妹是没有办法安静的。有一天她觉得主对她

说：“把你的门关起来。”后来这位姐妹就把门关起来，

她就去把厨房的门关起来。后来她在等候主。主又说：

“你再把门关起来。”再看看哪个，把姐姐房间的门也关

起来，然后再把自己房间的门也关起来。后来坐下来，主

又对她说：“把你的门关起来，关起你的门来。”所以她

在想“我已经把所有的门关起来了，还有什么门？”这时

候她忽然明白了——我的心门！原来主在她的心里面，对

她说：“把你的门关起来。”—— 把你心里的门对外界所

有嘈杂的声音关起来，对外面的消息，好消息坏消息，人

家来找你、打电话给你，或你有什么事、接下来要干什么

...关起来！与我相处，给我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一个条件，有一个很安静的

地方，可以关起门来，外面没有任何的嘈杂，没有任何的

声音，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

到我们的里面，关起我们的门，让我们在这个至圣所里，

与我们的主相会，与祂面对面。 

就像在《出埃及记》25 章讲到摩西，摩西跟主是朋

友。他实际上面对面地跟主说话，今天主耶稣愿意做我们

的朋友，而且主耶稣愿意我们来亲近祂，所以让我们进入

内室、关上门，我们就可以与爱我们的主、与我们的良人

面对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施恩座

前。我刚刚提到那位姐妹，我们带着她到天父面前来求，

以至于她的羞耻被挪去了。但不仅仅是这样，《希伯来书》

第 4章讲到“蒙怜恤，得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所以不仅

仅是我们有罪恶感、有羞愧，才到主的面前。任何时候、

你没事也可以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主很喜欢你到祂

面前。我今天做爸爸我就知道，我就能够稍微体会一下阿

爸父的心，主耶稣的心。我的孩子现在大学毕业了，有一

个住在外面，他回家我高不高兴？我高兴极了！“爸爸，我

这钱不够，你可不可以借我 5块，我去买个什么？” 



 

 

“啊，不用不用，全部给你，你去买，不用跟我讲，用我

的信用卡去买，不用跟我讲。”其实我们是非常高兴孩子

能够回来的，有了孩子就稍微能够体会阿爸父是怎么样地

爱我，祂对我们的心是怎样。所以我们都可以来到祂的面

前，都可以来。所以，进入内室、关上门，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一步。我们不要让外界嘈杂的声音，不要让那些很心

烦的事来搅扰我们。 

这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在内在生活里面，我第一个操

练就是——等候神。我想“等候神”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需要安静下来，特别是我，我常常

一下子想到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刻意找

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一开始是到我们公司一个没有人的地

方，可能是一个会议室，可能是我到停车场的车子里面，

我开到一个安静地方，然后我就开始等候神。但我相信大

家操练等候神，会不会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我等候

神我在这边也不知道要干嘛，是不是？然后也没话可讲。”

但是但我教你一个要诀：你可以跟主说话，你可以跟祂说

任何的话，你可以跟祂说心里的话。你可以从赞美开始：“

主啊，我要赞美你！主啊，为我今天能够分出一段时间来

，老板没有在后面追着我，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可以

这样子，我们以感恩进入祂的门，以赞美进入祂的院。所

以这是一个方式。 

另外，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你可以跟主说你心里的

话。我可以举个例子，在我们小家里有另外一位姐妹，她

其实昨天分享见证，她说：“感谢主，蛮新鲜的。”我听

了，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棒，一个人不管你信主多久都没有

关系。她说她等候神的时候常常跟主说话。而且那时候我

也可以感觉到。这位姐妹其实是去年 12 月中受洗的，她受

洗不到一个月，她就说她开始等候神，因为我们有在操练

内在生活。那个时候她就说：“我真的跟主讲话哎。”我

说：“你跟祂讲什么话？”她说以前她常常跟她先生讲

话，他们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她就跟她先生——当时的

男朋友讲话，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他都听。但结婚以后



 

 

就不太一样了，她开始要讲，她先生就觉得“不要这样想

就好啦”，结果她就非常地有挫折感，觉得话也讲不了。常

常她说：“我很欢迎先生跟我讲话。”但是我要跟他讲

话，他就觉得他不想听，听不懂，就造成夫妻很紧张的关

系。后来她就说她开始跟主讲话，她把她原来要跟她先生

讲的那些话，比如说心里的挫折、一些高兴的事、喜欢的

、难过的，不管什么她就讲。以前跟他先生讲，现在跟主

讲。她特别有提到，她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很多闺蜜，所

以她可以跟她的闺蜜、姐妹朋友们讲，所以还没什么关系

。可是到了美国之后，比较陌生的环境，她闺蜜都没来，

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但是后来她在等候

神的时候，她就开始把主耶稣当成她的闺蜜，把所有的话

就跟主耶稣讲，讲完之后她的心情就畅快了。你知道她原

来看到她先生，就觉得“这个人真是不领情，你看都不了

解我”。现在反而不是了，她说“噢，没有关系”，她说主

要是因为她的情感能够宣泄，已经有一个宣泄的管道。 

另外，这位姐妹又分享她跟她老板上司也是一样。她

老板上司有时候很难搞，非常不合理跟她做一些奇怪的要

求，那是不可能做到的。那怎么办？又讲不通。后来她说

她非常生气，她想：“我为什么不跟主讲呢？”她就在等

候主的时候，她就把她想要跟老板吐的苦水，想要跟老板

说的话，就直接跟天父上帝说。把天父上帝当她老板，来

讲给祂听。讲讲讲……讲完了，她心里忽然有个意念：“也

许你的老板不是像你想的这样，也许你可以对他这么说，

是不是？” 

跟神是对话哦，我们跟主讲话不是单方向的哦，不是

在跟一个录音机讲话，讲完录音放给自己听，都是自己的

话，不是的。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聆听者。她在等候神的时

候，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来跟主倾心吐意。接下

来她去跟她老板交涉的时候，就把主给她的意念、方式去

跟她老板沟通，事情就通了。 

你知道吗？如果我不是自己听到这件事情，她那个人

就在我面前，有时候我比较难以想象有这样的见证。但这



 

 

个人今天就站在我的面前，跟我讲她亲身经历的事情，而

且我相信她，因为我们蛮熟的。 

所以感谢主，你不需要信主 20 年，像我一样，我信主

可能不止 20 年，你不需要信主 20 年，内在生活过了十几

年，才能跟主讲话，才能跟主沟通。 不！这不是真的。这

位姐妹她上月 12 月 17号受的洗，今天还不到 1月 17号，

是不是？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其实

这位姐妹在她信主以前，她曾经在我们另外一个牧区的小

家。我也知道她也得到她们以前牧区的小家长跟牧区牧者

的帮助，其实在那边她是扎下了一些根基，所以其实我是

非常感谢，接下来是因为她搬家的缘故，她搬到我们家附

近，所以才变成转到我们牧区来，我们所做的就是收割而

已。但其实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保罗栽种了，亚波罗

浇灌了，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自己。” 

所以今天我真的感觉到我们慕主先锋教会是一个大家

庭，我们不管在哪个牧区、在哪个小家，我们都得到同样

的遮盖、同样的造就。我们今天能够跟着我们教会的水流

一起走，你就会长大，你就会成熟，我们每一位同工都乐

意地来帮助我、帮助你。我自己也是被帮助过来的，我自

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千万不要觉得我谁也不能靠，我只

能靠自己。当然，我们要凡事倚靠神，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有小家的家人，我们有小家长是我们的遮盖，我们每

一个牧区有区牧做我们的遮盖，我们的教会有牧者来做我

们的遮盖，他是爱我们的，他不是要来找我们麻烦的，或

许我们过去的经历不好，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可以有一个新的经历，可以有一个爱的经历，特别是我们

一起同行的经历。在小家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我们

大家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操练内在生活，大家一起同行

，可以彼此分享彼此的喜悦，同样也可以彼此担待彼此的

难处。很高兴之前我提的第一位家人她愿意分享她的难

处，以至于我们能够带着她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 

接下来我讲到的这第二位姐妹，她在经过这样一个圣

经真理的话语、内在生活的操练之后，她能够自己到神的



 

 

施恩宝座面前。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我们毕竟是把人带

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跟喜乐。我们服侍主最大的满足跟喜乐，不仅仅我们自己

来经历神，我们更能够经历到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来经

历神！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生命的改变，我所得到的喜乐可

以说远远超过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鼓励大家，到你的小

家里，敞开你的心来分享，你有任何的困难都要请你的弟

兄姐妹家人来为你祷告，千万不要忘记，慕主我们是以内

在生活为根基的教会，好好地操练内在生活，从《等候

神》、《赞美》开始，一左一右、左脚右脚进入天国的大

门。 

 

我讲到这边都是几位姐妹的例子，所以会不会可能有

些弟兄会想，“你知道我是一个弟兄，我的话不多，我要跟

神讲什么？”这个同样也是我的问题。其实你不需要跟神

讲什么，你有话就讲，没话就不讲。很多时候我会想，我

今天有朋友来了，我在想一些什么话跟他聊一聊，跟他寒

暄一下，先打个草稿。对那些很不熟的，特别是比如说公

司有些有些外宾来访，我们日本的部门或者我们的供应商

来，先说“你怎么样？、很高兴见到你”，有一连串的客

套的话要想好。对天父上帝这些都免了，OK? 你就带着你

本来的面目，带着你的本相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就够

了，主知道你要说什么。客套都可以跳过去。我们到主的

面前就是要敞开我们的心，诚诚实实来到祂面前。“主。我

今天真的心情非常的烂，我恨死我的老板了”都可以讲。

你不讲主也知道。你不用说：“主，我赞美祢，老板太好

了，谢谢祢给我这么好的老板，虽然我很恨他。”不用，这

些都可以跳过！你要相信我，你对神绝对可以讲真话，而

且神不会骂你。神顾念我们的软弱，祂担当我们一切的重

担，祂背负我们一切的软弱，你不说祂都知道。但是我们

今天说出来是帮助谁？帮助我自己。以至于我能够诚实地

面对我的问题，我不必再掩饰，我不必再掩饰我心中的感

觉。这是一个我常常有的问题。 



 

 

我一开始到神的面前，我可以开始赞美祂。“主，我赞

美祢。主，我赞美祢。”现在特别是我太太燕琼她很棒，

她是一个代祷者。我们就每天早上来赞美，我们为我们的

环境赞美，为我们的孩子赞美，为我们工作来赞美，都可

以。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比如我会固定地用中午休息的

时间，吃饭的时间，我就休息，我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现在比较多到一个会议室，因为现在我工作职责的关系

我比较忙，很多时候开会是一个会接一个会的，所以有时

候我也不能跑到太远的地方，我就到一个安静的会议室，

我安静下来：“主啊，我谢谢祢，今天早上平安无事，所

有的事情也都顺利的过去了，下午接下来我也赞美祢，主

谢谢祢。”等等就这样。有的时候我也会讲一讲：“主，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上面高级主管问的问题我答得不够

好，觉得实在是很烂，他会怎么看我？不过没有关系了，

主啊我就交给祢了，在祢的手中绝对不会有问题。”你知

道吗？就是把你心里的感觉就跟主讲。你们听了是不是会

觉得很无聊？当然。是不是对你来讲很无聊？对我不会，

对天父上帝也不会，对不对？天父上帝从来没有跟我说：

“好了！大章够了，你太无聊了！”从来没有！我所听到

的大部分都是安慰，祂说：“大章没有关系，你只要这样

...”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弟兄也可以跟主说话，不一定非

要说什么话，没有话说就安静，等候主，让主的同在来充

满你。 

其实我要说，赞美比较容易感受到一些进步。“主啊，

我赞美你”很多时候我的心情就变好；等候神比较不一样，

等候神假以时日你会慢慢看见。其实等候神是一个什么动

作呢？就是进到内室，来到主的施恩座前，也就是说，我

好像进入到我里面这一个与神相会的地方，无论我在哪里。 

我一天可能要开很多会，没有这个时间真的跑到一个

安静的地方去等候，但是我可以在开会的时候，现在没有

谈到我的事，我就可以开始回到里面。可能我这样讲，有

些时候包括我自己以前都很难想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

与神相交是我们的灵人与神的灵相交。所以即使我在开会



 

 

的时候，我回到里面，我的耳朵仍然能知道、能听到他们

在讨论什么，他们忽然问我一个问题，我仍然可以回答，

而且有时候我知道他们会问我问题，我会在开会的时候回

到里面，“主啊，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答这些高级主

管的问题，请祢教我。”我就在里面跟主有一个这样的对

话，很多时候我就这样度过很多我没有办法想象的难关。 

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到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到神的施

恩宝座面前，随时都可以。这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主

耶稣祂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至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

神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自己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技术主管，是一个最低的小

主管，我主要是负责设计硬体部分的技术。我们每周会固

定一次跟我们的副总裁汇报，每个周三下午我们会跟副总

裁汇报，但是我不用讲，是我的老板讲。在会议上，我们

美国这边的部门，还有日本那边的部门，所有的产品都要

跟这位副总裁来汇报进度这样的。 

有一次，我的老板休假去了，他说：“大章，这周你

就帮我汇报。”我说：“好。”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在

做对不对？我也知道要说什么。那周正好我们有一个新的

进展，我们一个产品原来打算解决一个问题，后来发现那

样要花太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方案，也行

得通，我们大家彼此都同意了。到会议上我就开始汇报，

当时我是最后一个，我就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结果想不

到那个副总裁听我讲完之后，他忽然脸色大变，他说：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改呢？原来这个不是好好的吗？”

大发雷霆，很不高兴的样子，当时我想：“糟糕！难道他

不知道这件事情吗？”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高级主管，都

是副总裁，而且美国日本所有的主管都在那边，所以你在

这个地方要出名很容易，副总裁夸你两句你就出名。但是

你要出臭名也很容易，你只要在这边一被骂，所有的人都

看见，很快的，因为我们是线上。当时副总裁就开始大发

雷霆，我想：“我要赶快跟他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改

变。”我解释了两句，他马上就把我打断，“为什么要改



 

 

变？为什么要改变？”“叭叭叭”就开始，我根本没有办

法再解释，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场面，我从小到大我

的父母都告诉我：“你要做乖孩子，要做个好学生。”所

以我很少在老师面前被骂过，大部分都是那些很混的、考

最后一名的、不读书的被骂，我不是这样的学生，而且我

也很小心不要变成这样子。我的工作也是这样，我谨慎恐

惧，尽量做好，老板高兴就是我的荣耀等等。虽然在内在

生活中去掉了我很多，也扒了我很多层皮，但在那一天，

天父上帝要开始对我做一个更深的工作。 

就在那一次，副总裁他一开始大发雷霆，我跟他解释

了两句，他马上把我打断，继续大发雷霆在那骂骂骂，那

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所有的高阶主管面前，

美国的、日本的，特别是日本人，我一想：“糟糕！日本

人也在那边看，日本人最爱面子的，你在日本人面前被老

板骂，你要怎么面对？我没有办法……”不要再想了，再

想就没有办法过日子了。那时候我就回到里面，我还在听

副总裁他在说什么，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祢救救

我，祢让他赶快停下来吧！”那时候我心里面忽然就开始

有意念：“好的，你现在不要再讲任何的话，你就听他说，

你就听他，他会停的。”后来他又继续讲，接下来我不知

道是 10秒还是 20秒，那是我一生当中最难熬的时刻，我在

我最在乎的高级主管面前，被他大骂一顿，而且周围有这

么多人在听。我说：“主啊，救救我吧！”后来过了很短

的一段时间，副总裁忽然说：“糟糕！我下一个会要迟到

了。”因为他忘了还有下一个会议，他马上就停下来，

“好，你们赶快走吧！赶快走！”那天结果就真的停了。 

我那天离开之后，我心里面真是有两种感觉：一个是

沮丧，一个是愤怒。“为什么你要在这么多人面前羞辱我？

我又不是工作不努力的人。”其实过去这三年的时间，我

工作职责改变，这是对我来说全新的经验，我花尽了我所

有的精神与体力，我日以继夜地要把工作中许多问题处理

好，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一次处理这么多的事情：我有许



 

 

多的会要去参加，我有许多的电子邮件，要是我两天不看，

就超过一两百个，而且我每个都要看，每个都要去想他在

说什么，每个都要回。我日以继夜地工作到一个地步，我

曾经生病了一个礼拜，但那不是新冠，我在家休息，但是

我仍然工作，我没有休息，我仍然开会也去。几个月之后

我得新冠，还是一样，我只是在家没有去公司而已，我仍

然每天看电子邮件，每个会议还是去，我已经尽我所能，

把我身上每一个能量，最后一滴血都已经用在工作上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挨副总裁的骂，“主我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已经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山穷

水尽，我已经拼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仍然被丢到粪坑里面。

我记得我当时被骂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很复杂的，我感觉

我的自尊被扯下来，丢到马桶里，“砰”一下被冲走了；

然后我里面的成就感也被撕下来，像卫生纸一样揉成一团，

丢到马桶里，“啪”又被冲走了；我一个、一个、一个都

被冲走了，我赤裸裸地走出会议室，满身的怨恨、苦毒、

羞耻，晚上我都睡不着觉。 

其实我们小家人最清楚，是不是？我那时候在小家分

享的，我是不是很生气？请原谅我的软弱，因为我也是一

个血肉之躯。我虽然操练内在生活很多年了，但是那个打

击实在太大了，所以我还是会失态，“啊……”这样噢，

所以弟兄姐妹都会顾念我，我也知道神会顾念我，我本来

就不是什么。 

我最大感受的就是，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最后一

滴血都用上了，我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了，没有

可以再多的了，结果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当时每天晚上我

真的睡不着觉，我一直在想着“我今天还有什么事没做

完？”我一直还是想着“我这个电子邮件回了没有？”我

一直在想说“明天还会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睡觉，大概

两三点左右我才会睡着，清晨四五点我就会醒来，因为我

又准备再想第二天的事情。 

真惭愧哦！我是一个操练内在生活的人，但是我现在

面对到我自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我记得有一天晚



 

 

上，我又在焦虑中上床，也一样会想今天的事明天的事。

我焦虑到我又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我说：“主啊，怎么

办？祢真的要帮帮我，我没有办法，这已经不是我能处理

的，我要被公司开除或是被降级，随便！都可以！让它赶

快发生吧。”我就记得那时候我里面有个声音，“大章你

现在想想看，你今天电子邮件是不是都回了？”我说：

“对，我今天所有电子邮件都回了。”“好，今天你是不

是所有的会议都去了，而且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不是你都

写下，而且是不是都交代了？”我说：“是的，我都交代

了，也写下来了，而且已经交代我们团队里的人了。”

“那你想想看你老板还有什么事情跟你说过的，让你今天

做，你却没有做的，有没有？”我说：“没有，都做到了。

但是我明天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啊！...”“没关系，我

现在只问你今天的事做完了没？”我说：“我都做完了。”

“好了，今天事都做完了，那你就可以睡觉了，明天的事

明天再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其实我常常回到里面，但是主有的时候祂就任凭我在

这样一个焦虑当中打滚，以至于祂让我知道焦虑是没有用

的，然后祂就会开始把神的话告诉我，这些都是我很熟悉

的《圣经》的话，但在那个时候，“好啊，你今天的事已

经做完了，你就可以睡觉，现在就可以睡觉。”“那明天

怎么办？”“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是不是《圣经》上

的话？”“对！对对对，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那我今

天就睡我的觉吧。”我就开始睡觉了这样子。从那天开始，

我每天晚上，我就说：“主啊，祢帮助我，让我睡觉吧！”

我都会重新再问我自己一次，“我今天的事情是不是都做

完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会开了...好了,都好了,

没事了。好了,那就可以睡觉了。”我知道其实主给了我一

段时间让我挣扎，然后向我显了一条出路。 

各位弟兄姐妹，这都是在内室里面所得到的开启。我

在那个时候虽然情况很糟糕，但是我没有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是我的救赎主，祂永远活着。所以，我白天可能

乱得昏头转向，再加上里面的羞耻、愤怒、罪恶感等等，



 

 

我可能白天没有去问神。但是每天晚上，我一定会有时间

来跟主说话，我会跟祂说话，那时候已经没什么好听的话

说了，但是就在那时候，主开始让我数算今天的恩典，数

算今天“你还有什么事做完没做完？”结果就在这时候

“咔嚓”开始改变我。 

后来,我再回想，为什么主要让我经历这一段？这么大

的羞辱！这么大的困难！后来主就让我想起来，其实我刚

来慕主，刚刚开始操练内在生活的时候，江牧师介绍我们

看一本书叫做《馨香的没药》，是盖恩夫人写的，第一章里

面就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建造高大华美的殿之前，祂必须要先把旧的完全的拆掉，

一砖一瓦都不留，然后祂可以开始建立一个高大华美的

殿。”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主啊，我感谢祢！我赞美

祢！原来祢要在我的生命中建立高大华美的殿，以至于我

过去这一两个月经历的这些，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怀

着怨恨，心里怀着苦恼，甚至我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该

怎么办的时候，原来祢在拆毁我所有的旧造，原来祢要在

我的生命中开始建造一个高大华美的殿。” 

各位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跟你说，内在生活是真的，

枝子连于葡萄树上，你就有希望，每天进到内室，到神的

施恩宝座面前来亲近祂，就能够得怜恤、蒙恩惠、作你随

时的帮助。没有错，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我们做我们该做

的事情，这是应该的。在我工作职责内，我所需要做的事

我需要去做好它，我需要尽我的责任，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更重要的、不可少的那一件，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来亲

近祂——我们的主，我们要在祂的面前得到这生命的粮。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内在生活不是你每天都会看到异象、

每天都会感受到平安、每天都会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可以

跟你说，不会的，你不会每天感受到。但是有一件事情可

以跟你保证，爱你的主永远不会离开你。你有感觉，很好，

感谢主；你没有感觉，没有关系，主的手仍然在托着你，

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 

我们必须要真实的经历祂，我们才能够了解祂的美善。



 

 

所以我为我过去这一年，过去的 2022 年所经过的一切感谢

主。也许有些人会说：“这是你人生的低谷。”但是我要

说：“这是我人生进入高峰的开始，因为我经历主的破碎

在我的生命中。” 

我现在回头看，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

能如果我没有在内在生活里紧紧地枝子连于葡萄树的话，

许多跟我类似经历的人，他会开始陷入一个沮丧里面，从

此以后不敢再碰；从此之后可能会变一个人，借酒浇愁，

变得非常的消极颓丧，我看过。我原来在想，我希望我自

己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免得我像他们一样。但神竟然让我

经历了这样的经历，但是祂是在一个对的时刻，在一个我

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内在生活后。 

当然我还是希望不要经历，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

以不要经历，但是如果今天在主的心意允许之下，让我们

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放弃，爱我们的主永远不会放

弃我们。我们一定要永远紧紧地抓住祂，我们随时可以来

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们的副总裁他当着许多人面大

发雷霆在修理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回到里面。人很难想

象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安静，怎么等候主，怎么进入内室。

可以！你可以！你只要说：“主帮助我，主我渴慕祢，主

我要来亲近祢。”“叩门的，就给你开门；求，你就得

着。”这是主耶稣说的。“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特别

是我们的主不是在遥远的天边，不是在遥远的远方，祂就

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可以回到里面，来跟祂面对面，

来跟祂亲近。 

我想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我能说的其实也就这么一

点而已，但是我们需要自己去走。 

其实，你们不要以为信主以后才能跟主说话，我第一

次跟主说话的时候，是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那时我在读

研究生，我面临我的学位最重要一个考试，结果那次考试

之前有人跟我传福音，他说：“主会帮助你。”结果我考试

那一科，最重要那一科，竟然没有过！我那天晚上我非常



 

 

的愤怒，我觉得那个基督徒他骗我，他不是说主会帮助我

嘛？我在那时候我很生气，我说：“主啊，如果祢是真的，

祢为什么会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

办法再读书，那个朋友他送了我一本《圣经》，我就把它翻

开随便看看，看祢要跟我说什么。结果一翻开，我现在知

道那个地方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其实我第一个问题

是说：“主如果祢就像那个人说祢是爱我的，为什么祢今天

让我最重要这一科目失败？”我读到第一句话就是“主所

爱的，他必管教。你所经历的，是因为祂在管教你，是因

为祂爱你。”我一看，我大吃一惊，真的吗？“但是主如

果祢是真的，祢可以看到我现在非常的痛苦。”接下来就

是《希伯来书》12 章，我忘了哪一节，“凡管教的事，当

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

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那时候没有信主，我也没受洗，

而且我对人生充满了愤怒，我只问了一句话，“主，如果

祢真的爱我，为什么让这件我最在乎的事发生？”结果祂

就回答我，那天晚上，我就自己在书桌前决志。第二天还

有一科，我匆匆忙忙考完，我就找我的朋友说：“请你带

我去你的教会，我要受洗。”那位替我受洗的牧师，这时

候正好也来到湾区，所以我会跟他去见一面，我会向他感

恩，真的是神的恩典。 

我们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

念，为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但是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要失去了志气。我们慕主创作的一首歌，我每次听都非

常感动，叫做《燃烧新妇》，爱火燃烧在我的里面，我就能

够奋战到底。我能够面对仇敌魔鬼撒旦，牠再怎么吓唬我，

牠再用什么样的谎言来迷惑我，我都能够站起来去面对牠，

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经历了祂的爱，知道祂是

信实的。 

各位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过内在生活！你要能够在这

个末世的时候勇敢的站起来吗？你要能够面对这么多让你

害怕的事情吗？必须要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面

对它。 



 

 

好不好我们要不要一起先来唱这首歌？谢谢！我们大

家请起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