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堂：邁向靈命成熟的五步 (第二部分)

觀看視頻!
視頻連結: https://youtu.be/X2PQrij_AOc

學習!
在本堂，我們將繼續學習邁向靈命成熟的五步。 靈命成熟是學會追尋天父的旨意，放下我們自以為的權
利和個人抱負，以及將我們的一切都降服交託給祂。 靈命成熟不是關乎於我們對上帝有多麼地委身，而
是關乎於我們對上帝有多麼的降服。

靈命成熟就是要轉變成神要我們成為的人。在《哥林多後書》第3章18節說到：

我們這些臉上不再蒙著帕子的人，可以像鏡子一樣反映主的榮光，

漸漸變成主的樣式，榮上加榮。

這都是主的作為，主就是那靈。

靈命成熟就是要被塑造成祂兒子的形像。《羅馬書》第8章29節說到：

因為上帝預先知道誰是屬祂的人，

並預定這些人要被塑造成祂兒子的形像，

使祂的兒子在許多弟兄中成為長子。

最後，在《約翰一書》第3章2-3節說到，我們要像祂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當主顯現的時候，我們必會像祂，因為我們必見到祂的本體。

凡心存這種盼望的人都會自潔，因為主是聖潔的。

靈命成熟的目標就是要活像基督！這是一個逐漸像基督的成長過程。

課程大綱：邁向靈命成熟的五步

1. 探索：一定還有更多 -  尋找神
2. 掙扎：想要一切 - 兩種意願的衝突
3. 降服：交出一切 - 以天父的旨意為自我意願
4. 服事：付出一切 - 以神的方式服事神
5. 意義：耶穌就是一切 - 有耶穌就足夠了！

在上一堂中，我們了解在我們生命裡有個深度探索。 我們尋找，並認為一定還有更多。 對上帝的尋求引
發了一場絕望挣扎，上帝對我們生命的旨意和我們自己的意願之間的衝突。 然後，我們的掙扎使我們走
向了絕對降服，決定將自己生命交託獻給上帝。

https://youtu.be/X2PQrij_AOc


在本堂中，我們發現降服會引導我們向上服事。 我們喜樂地服事祂。 這樣的喜樂會讓我們擁有內在意
義。 最後，我們的自我價值不再與我們所做的事情息息相關，而是與我們的身份相關。

重點經文：約翰福音 12:26 (當代譯本)

26 誰要事奉我，就要跟從我。我在哪裡，事奉我的人也要在哪裡。
我父必尊重事奉我的人。

邁向靈命成熟的第四步是我們的向上服事。 服事有兩個層面。 首先，是明智的管家心態。 知道神擁有一
切，而我們是祂的管家。 作為上帝資源的管理者，我們依靠上帝的智慧來服事祂。

其次，是喜樂的服事。 我們服事的對象不是人，而是神。 我們傾向於認為服事他人是外在的表現，但最重
要的是向上服事的心態。 最終，我們服事的對象是主。 在服事祂時，祂的認可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服事
不是為了人的掌聲，而是為了上帝的認可。

“跟從基督就像是踏上一段旅程，你的心、生命和財產都朝著上帝國度的方向前進” - 馬克•鮑利

我們永遠都不能忽略向上服事的層面。 服事與我們的天賦無關。 服事全在於我們的感恩之情。 我們感謝
神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也感謝祂賦予我們的機會。 所以事奉主是一種喜樂和榮幸！ 我們不是一定要服
事。 我們被揀選來服事！

回到重點經文，耶穌強調了兩個重點：

1. 我們對基督的忠心

誰要事奉我，就要跟從我。我在哪裡，事奉我的人也要在哪裡。

約翰福音 12:26 (當代譯本)

服事耶穌是一種選擇。 祂不會強迫我們，但會賦予我們選擇服事祂的自由意志。

2.我們在基督裡富有成果的生活

我父必尊重事奉我的人。

約翰福音 12:26 (當代譯本)

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服事祂，而不是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只有當我們真正放下自我意
識，並將一切降服交託給祂時，我們才能真正自由地服事祂和單單服事祂。

即使是在沮喪的時候，也要知道你的勞苦並不是枉然。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務要堅定不移，總要竭力做主的工作，
因為你們知道自己在主裡面的辛勤付出不會白費。

哥林多前書 15:58 當代譯本



邁向靈命成熟的最後一步是我們的內在意義。 我們必須了解，不是我們做有意義的事情，賦予我們生命
的意義；而是我們在基督裡有意義的生命，使我們做的事情有意義。 這與我們寫的書，研討會中發表的演
講，甚至與我們領導的組織無關。 這些成功和地位的外在表現並不能定意我們或使我們變得重要。 我們
生命意義的實質不是基於我們所做的事情，而是基於我們是誰。 作為基督徒，我是誰是基於我是誰的。

約翰福音14：3 指出耶穌已經接受了我們歸於祂。 那麼什麼才是是有意義的生命？ 是與耶穌相交的生
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身份在祂裡面，我們的救贖在祂裡面，我們的榮耀在祂裡面 - 基督在我們裡面
，有榮耀的盼望！ 那就是救贖。 祂在我們裡面，我們在祂裡面！

我們在基督裡能發現兩件事

1. 我們在基督裡的身分
我們的身份不在於我們做的是什麼，而在於我們自己本身。 這一切與我們在上帝裡面是誰有關。

2. 我們在基督裡的安全感
我們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們為上帝所做的事，而是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事。

因此常在基督裡就是得勝的秘訣。 來到耶穌跟前，是我們生命中靈命塑造的第一步。 這也是最後一步。
它繞了一圈。 我們的探索最終會引導我們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那一位 - 基督！

“不是我們所做的事賦予生命意義，
而是有意義的生命使我們的作為富有意義。” - 曾金發牧師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關乎“要更加努力”。
基督徒的生命是關乎不再依靠自己，並在祂那裡得著安息”

- 凱勒(Tim Keller)

反思!
我從今天的課程中獲得哪些要點？

你從何處尋得身分認同感？ 是與你的工作有關，還是與你是誰有關？

你的安全感從何而來？ 你害怕絕對降服交託嗎？

你的生活中有哪些虛假的優先事項？ 你如何在耶穌裡找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上帝以什麼方式挑戰你改變服事祂的方式？



討論!

問：在今天的教會中，是什麼原因讓沒有喜樂的服事變得如此普遍？

問：請讀《詩篇》第100篇。什麼是喜樂的秘訣?

問：在《哥林多前書》 15:58 中，“堅定不移”是甚麼意思? 在我們對上帝的服事上，有哪些方式是膚淺的，
表面的？

問：我們如何帶著喜樂的心和滿有榮幸的心態和來服事上帝？

問：參照加拉太書 4:19，什麼是靈命成熟?

問：如果邁向活像基督的第一步是認識到我們自己的罪過，那麼邁向靈命成熟的其它步驟是什麼呢？

問：在接下來的兩周中，你可以刻意採取哪些步驟“讓基督的生命在你們裡面成形”？ 你希望小組為你督
責甚麼領域？

課後作業

挑戰!
請花時間反思今天的課程，並紀錄於你的靈修日誌裡。

請讀《詩篇》19:7–14。 品格的深度對於靈命成熟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經文突出了品格深度的11個方面：

1. 更新的生命 (第7節)
2. 有智慧 (第7節)
3. 喜樂 (第8節)
4. 眼目明亮 (第8節)
5. 敬畏耶和華 (第9節)
6. 熱愛神的道 (第10節)
7. 順服 (第11節)
8. 悔改 (第12節)
9. 過得勝的生活 (第13節)
10.行事無從指責 (第13節)
11.討神喜悅的生命 (第14節)

請花時間建造以上各個方面，並求問上帝在該領域中如何成長。 記錄你的進程以及所做的任何更改和個
人承諾。請與你的小組分享你的經歷，造就所有的人。



背誦!
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們務要堅定不移，總要竭力做主的工作，

因為你們知道自己在主裡面的辛勤付出不會白費。

哥林多前書 15:58 當代譯本

預習！

閱讀下面基於《詩篇》第62篇有關“靜默與獨處”的文章。

在操練“靜默與獨處”上要有屬天的智慧。 不單單只是靜默或獨處，而是兩者在一起。

閱讀《詩篇》第62篇作為本章的經文錨點。 注意語氣，重點和重複的單詞。 在前八節經文中，“默默”一詞
被使用了兩次，在第1節中第一次使用，在第5節中再次使用。

詩人大衛寫的這篇詩篇很像是他的私人日記。 他很可能是在經歷一生中最傷心的事之後，寫下了這首讚
美詩。 那就是他的兒子押沙龍的叛亂。 在他寫這詩篇之前，我們看到大衛對發生的事情有深刻的反思。
然後，這首詩被交給樂長，供以色列人傳唱，好讓他們(和我們)能明白他的痛心之處。 通過觀察大衛如何
處理自己的痛苦，我們可以從閱讀這首詩篇中學習並成長。

詩篇 62:1-2 和合本
1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

2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搖。

在前兩節經文中，大衛提到自己和自己的感受。 他用了“我必不致動搖”這樣的用語。 我們可以看到大衛
的心情； 他顯然已被影響並內心攪動不安。

讓我們具體看看第3和第4節。

詩篇 62:3-4 和合本
3 你們大家攻擊一人，把他毀壞，
如同毀壞歪斜的牆、將倒的壁，要到幾時呢？

4 他們彼此商議，專要從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
他們喜愛謊話，口雖祝福，心卻咒詛。（細拉）

在第3和第4節中，大衛寫了關於必須與之抗衡的仇敵。 他們對他說虛假的話，儘管他們說出甜言蜜語，
但他們卻是偽善者，在心中咒罵他。

詩篇 62:5-8 和合本



5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6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

7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都在乎神。

8 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
在他面前傾心吐意；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細拉）

在第5至第8節中，他寫了關於上帝的事。 使他永遠信靠上帝，並向祂傾心吐意。 他重申，上帝是他的避
難所。

觀察心理的變化。 在這八節經文中，大衛的注意力從他自己和他的情緒（第1-2節），轉移到了他的敵人和
他們的虛假（第3-4節），然後最終轉移到了上帝自己（第5-8節）。 當他專注於上帝時，大衛的內心攪動減
弱了。 當他提醒自己要信靠上帝時，他變得平靜而安息。

每當我們讀經時，我們必須注意重複的單詞、主題和短語。 這裡有兩節幾乎完全相同的經文。 它們幾乎
是相同的，但細微的差異表明了大衛內心的轉變。

讓我們再次仔細比較第2和第6節。

詩篇 62:2 和合本
2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很動搖。

詩篇 62:6 和合本
6 惟獨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

注意到是哪個單字消失了嗎？ 這兩節經文幾乎相同，但是在第6節中沒有出現“很”這個字。請不要錯過這
個字的遺漏，因為在閱讀聖經時，說或不說的內容都很重要。

在第二節中，大衛說「我必不很動搖」。 在第6節中，他明確地斷言「我必不動搖」。 刪除“很”這個字帶來了

巨大的不同：它表明了大衛感受方式的轉變。 大衛表示「我必不很動搖」時，仍然有可能讓他有些動搖。
但是，到了第6節，他得以絕對堅定地宣布：「我必不動搖」！

通過刪除“很”這個字，我們看到了大衛的注意力發生了變化。 當他將希望寄託在唯一可以拯救他的神身
上時，他不再絕望了 - 他將祂視為他的磐石和救贖，他的堡壘和榮耀以及他強大的磐石和避難所。

現在，讓我們比較第1和第5節。



詩篇 62:1 和合本
1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從他而來。

詩篇 62:5 和合本
5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再次注意細微的差別：“我的心默默無聲”（第1節）和“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第5節）。

在語法中，有“疑問句”（問題），“指示句”（陳述）和“命令句”（命令）。 這些差異意義重大，在閱讀聖經時，我
們需要注意它們。 同樣，重複也不是多餘的。 他們實際上有很多要表達的內容。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第1節）是事實的陳述。“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第5節)是命
令的語氣。 在這裡，大衛不僅僅是在陳述自己的靈魂。 他命令自己要靜默等候。 他對上帝的信心增加了
，因此他的言語也改變了。 他意識到上帝是他最大的祝福。 只有當他默默地進入神的同在，並將他的心
懷意念展示在祂面前時，他的處境和情緒才會發生這種180度的轉變。 我們必須學會做同樣的事情。 與
神獨處，並保持靜默。

現在讓我們來看其餘的經文。

詩篇 62:9-10 和合本
9 下流人真是虛空；
上流人也是虛假；

放在天平裏就必浮起；

他們一共比空氣還輕。

10 不要仗勢欺人，
也不要因搶奪而驕傲；

若財寶加增，不要放在心上。

在第9和第10節中，大衛決定不對敵人的勒索，搶劫或虛假行為給予任何信任。 如果他們的財富增加了，
他不要放在心上。 相反，他決定相信上帝。 他知道上帝會按自己的時間和方式發表審判。 他決定在主面
前靜默等待。

詩篇 62:11-12 和合本
11 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
就是能力都屬乎神。

12 主啊，慈愛也是屬乎你，
因為你照着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大衛寫道：“神說了一次”和“兩次，我都聽見”是什麼意思？ 這是中東的成語，意思是“我很清楚地聽到上帝
說的話。” 大衛聲稱上帝以簡單而清晰的方式對他說話。

上帝對大衛說“能力都屬乎神”。 所以大衛的敵人說什麼或威脅要做什麼都沒關係，能力都屬乎神。 藉著
祂的盟約之愛，祂將審判大衛的敵人。

大衛在上帝面前靜默時聽到了這一切。 在他的靜默中，他能夠在上帝面前傾吐自己的心。 他不需要講一
個字； 他默默地“說話”。 當他的敵人對他說惡話時，他並不感到煩惱。 當然，在詩篇開頭，大衛說：「我必

不很動搖」。 但是後來他卻說：「我必不動搖」。怎麼改變的呢？ 通過相信全能的神。

只有當大衛默默地進入上帝的同在裡，並將他的心懷意念展示在祂面前時；他的處境和情緒才會發生180
度的轉變。 我們需要向大衛學習，並做同樣的事情：找時間獨處，並靜默於神的同在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