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默觀與飛翔
等候神的操練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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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與默觀】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
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
困倦，行走卻不疲乏。

賽四十31
• 重新得力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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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

等候神，不只是等著神來臨到我們或幫助
我們。英文用介系詞來區分，Ｗaiting for

God是等著神來，Waiting on God是在祂面
前侍立，親近祂、注視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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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

• Contemplation跟Waiting on God意義：默
想、定睛凝視、默觀、靜觀。

• 用天主教的用詞「默觀」過於「等候
神」，因為「等候神」容易讓人只想到
等著祂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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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 Waiting on God》

門徒在五旬節之前，照主所囑咐的在耶路
撒冷等候，不只是為了五旬節那天聖靈降
在他們身上，也是為了讓他們明白在五旬
節聖靈降臨之後，他們應該繼續過怎樣的
生活。

慕安得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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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

對神充滿希望，並努力尋求神的人，
必得以改變，重新充滿大能大力。

擴充版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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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

我們的靈與神的靈交織不可分，纏繞在一
起，融合在一起，綁在一起，盤旋而上，
節節高昇，不斷加油，積聚能力，吸取天
上能源，以致有深入改變，重新得力，交
換力量。 希伯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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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時間等候神

• 廿世紀初洛杉磯聖靈大澆灌

•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像剛開始的時候，那
樣充滿改變人生命的聖靈大能？因為我
們忽略了繼續花時間等候神。

神召會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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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查問的答案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
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屈 神並不查問？你
豈不曾知道嗎？你豈不曾聽見嗎？永在的神耶和
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
智慧無法測度。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
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強壯的也必
全然跌倒。 賽四十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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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候神的要點不是等候，而是神！不要只是研
究等候神的技巧，而是更多來渴慕神、愛神；
也不要說：「我現在學會每天花一個小時等候
神了！」那只是操練的過程，而且大衛說的是
「我終日等候神」，那是一種生命的樣式，是
跟神的一種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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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的時刻神正做工

等候神的每一時刻，都是他做工的時刻，
雖然有的時候，我們不知道祂做了甚麼工
作。（但相信祂仍然正在做工）。

慕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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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的核心

「默觀」比「等候神」更多說出等候神的
核心，甚至是基督徒生命的核心。自古以
來，神的聖徒都將看見神、注視著神當作
生命的核心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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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核心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伯四十二5

• 約伯在通過神的試驗後，踏上了屬靈經歷更高
平台。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
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
裡求問。 詩廿七4

• 大衛敘述他生命的核心時所說的。

13



定睛凝視耶穌
•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

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
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
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

來十二2
• 眼目從別的事務轉離，而來定睛凝視耶穌。
• 望斷以及於耶穌——仰望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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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王子生命的核心
• 地極的人都當仰望我、就必得救．因為我是神、

再沒有別神。賽四十五22

• 從那以後我繼續的仰望，注視耶穌、看耶穌，
望眼欲穿的望。(得救的時候)

• 我看著神，神看著我，我們兩人合而為一。

• 默觀是歷代聖徒生活的核心樣式。
司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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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等候神)最好的操練

古倫神父講過一個教宗的故事，有一次他的秘書
和幾位樞機主教有要事找他，遍尋梵諦岡卻沒見
到教宗的蹤影；後來在一個小教堂找到他（猜想
是有米開蘭基羅壁畫的西斯汀教堂──Cistine
Chapel），發現他一個人在那裡。他們好奇地問
他：「教宗，您在這裡做什麼？」教宗回答說：
「沒做什麼，我只是坐在這裡跟神說：『主，你
在這裡，我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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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您每天儘量分出一點時間來安靜，找
到一個不受干擾的地方，關掉電視、網路，
分心時可以讀一點聖經或唱個詩歌或出聲
禱告，但真實花時間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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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1》

任何時候，只要你能夠，就撥出幾分鐘的時間
來，單單地等候耶穌──不必一定要祈禱；只
是等候，注視祂的面龐，渴慕祂的同在。最初
的時候，也許你似乎領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
把握每一個機會，不久你的靈魂會飢渴地要祂。

羅炳森師母

18



《等候神-2》

祂自己的甘甜會臨到你，你們會如同愛人一般，
寧可悄悄地溜開，那怕是一兩分鐘，同祂在一
起，勝過聊天、看書、休息或吃東西。當你感
到疲倦、急燥、情緒緊張時，幾分鐘的與祂相
處，在祂同在的寧靜中，會甦息你，遠超過世
上一切其他的。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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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3》

倘若我們多多注視耶穌，而少注視我們自己、
我們的朋友、臨到我們的試煉、我們的失敗、
生活狀況、世界、肉體、魔鬼，我們會越來越
多地反映祂的形像；並且我們的冷酷、不潔、
脾氣、自私會消逝，而代之以親切、純潔、溫
柔、仁愛──變得榮上加榮。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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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4》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
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
從主的靈變成的。」

林後三18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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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紙筆

建議您在操練默觀（等候神）時，預備紙筆，
一旦你在安靜時忽然想到什麼事，不用停下你
安靜的操練，只要用幾句簡要的話寫下來，避
免忘記，就可以了。我們在真實安靜下來時會
想到平常沒想到的事，不一定不好；而是有可
能我們平常讓太多事佔據我們的時間、我們的
心，以至於聖靈無法自然地提醒我們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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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記在紙上

但當我們真實安靜下來時，就可能想到這些事。
如果不是立刻必須去做的事，（比方：想到廚房
的瓦斯是不是忘了關，那就起身過去看看，再回
來安靜吧。)若不是那麼急切的事，就簡單記在
您預備的紙上，知道不會忘記了，就可以安心地
再來學習親近主，過一會兒再去做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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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道安靜幾分鐘

• 此時馬上就有人開始禱告，似乎不懂得安靜。

• 有人將「安靜」與開口禱告看成同一回事。

• 需要教導門徒在聖靈的帶領下安靜幾分鐘，
是特別等候神、默觀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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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樣的安靜是許多神僕人使女以及神兒女
們原來就有的操練，他們教導如何讀聖經；教
導禱告，也在聚會中活出禱告的榜樣；教導忠
心細膩的服事，也帶著我們這麼做；教導安靜，
勉勵我們在生活中有安靜的時間，不要只是忙
錄於工作與服事，但他們從未或很少在聚會中
帶我們操練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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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教士在聚會中帶領我們安靜

其實那是最不容易的部分，我們不能只要
弟兄姐妹回家自己操練，應該在聚會中就
帶他們這麼做！在聚會中有一些真實安靜
的時間，事實上對我們而言，唱詩歌、開
口讚美神、開口禱告、靜默，都是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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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會
連主日聚會都是禱告會，因為兩個多小時
的時間，不是只由會眾唱詩歌、聽講員講
道、聽領會者報告等等，有許多靜默的時
間，會眾可以開口禱告或讚美，也可以就
是靜默，我們一直在禱告著呢。

曹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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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出來的能力》

書中提到馬丁路德每天早晨會禱告二
小時，才開始一天的工作；他跟人說：
「如果那天事情特別繁重，我就禱告
三小時！」

邦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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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不是一直在說話

當你禱告時，寧可帶著一顆沒有話語
的心，勝過帶著一些沒有心在其中的
話語。

本仁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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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神學生退修會

• 除了聖經、筆跟筆記本之外，不能帶電腦、手機等

物品赴會。退修會的通知必需註明。

• 每天只有兩堂兩小時還是一個半小時的聚會，每堂
講員只講20分鐘的話，其他時間帶領他們安靜。

• 那20分鐘講什麼呢？就是教導安靜的事。

• 講員要求大家在聚會以外漫長的時間中不准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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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神學生退修會

• 第一天非常難捱

• 第二天漸入佳境

• 營會結束時他們卻希望再多幾天

• 在一些學生心裡帶來影響他們一生的生活與
事奉的東西

• 幫助他們記得要有這種默觀、等候主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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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
我的生命、滿足、一切的一切

當你暫時斷掉跟外界的互動時，你將面對一件
事，就是你裡面有什麼是真正你所擁有的東西，
神兒女也會知道基督到底是不是真是你的生命、
滿足、一切的一切。我們說我裡面有主，但並
不常真實在祂裡面探索祂的豐盛，還是常常只
從別處、從各種資訊來汲取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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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自主地操練默觀

但你不能只靠聚會中的安靜，你必須在生活中自
主地操練默觀。其實我更喜歡看見人，不是聽說
默觀很重要，或是聽了一些奇妙的見證，因著默
觀會帶來禱告蒙垂聽的祝福，而去操練默觀（等
候神）；我喜歡看見人是因為被主吸引，而喜歡
來瞻仰神的榮美，喜歡注視著祂，喜歡親近祂，
而來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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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以鷹為喻教導我們等候神，好重新得力。聖
經教導我們一個穩行在高處，住在神同在中，超
越環境風暴的道路，就是要我們從鷹學習功課。
有些人認為基督徒可被稱為「鷹式聖徒」，聖經
多次以鷹來比擬祂所救贖的百姓、祂的兒女。鷹
是奇特的鳥，神造牠們似乎正是來說出屬天是怎
麼一回事。

34



鷹式聖徒是屬天的百姓
鷹飛在高空，不像雞低著頭在地面上找食物，偶然
得著一隻蟲子就高興地叫；有時神兒女也像這樣，
經歷一點神垂聽禱告，就歡歡喜喜地作見證。但鷹
飛在高空，牠能吃到的食物也不一樣，研究鷹的人
說，牠們的眼能調整遠近視力，在一公里高處看得
見地面上一隻小兔子！基督徒是鷹式聖徒，是屬天
的百姓，領受的是屬天的祝福、榮耀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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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境界

• 聖靈澆灌在耶穌升天之後

• 聖靈也是把我們拉上屬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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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雨來襲

麻雀在暴風雨來臨之前，會特別躁動，嘰嘰喳
喳地飛來飛去，到暴風雨臨到時已經累垮了；
但鷹察覺暴風雨來襲的徵兆，會更加安靜，銳
利的眼睛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在那裡等候著，
到暴風雨臨到時，長嘯一聲，飛向高空，凌駕
於暴風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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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於人生風暴之上

遇見生命中的衝擊、生活中的風暴時，不隨之
起舞，慌張、懼怕、憂愁，卻更加沉靜安息，
等候著、默觀著，眼目從環境轉移到主身上。
不但沒有被這些風暴消耗力量，還能因風暴而
重新得力，翱翔於人生風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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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主，站在屬天高位上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
蔭下。 詩九十一1
• 真正成功的屬靈爭戰，有可能不是神勇地

揮劍、大聲宣告基督的得勝、捆綁魔鬼的
作為等等，而是淡定地看著主，站在屬天
高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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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海面上

主耶穌遇見洶湧澎湃的海，並不每一次都去
平靜風浪；至少有一次，祂無視於翻騰的風
浪，平穩地走在海面上！如果我們站得夠高，
就能看得夠遠，不會太受眼前的風華起落所
影響，能安靜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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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漢大丈夫

「如果你能一視同仁地對待成功與失敗這
兩個騙子，你就是男子漢大丈夫了！」

英國桂冠詩人吉卜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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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得高，就會看得遠
八、九十年前，美國一位有才華的年輕人，去
一家電影公司應徵工作，他們拒絕他的理由是
他沒有創意；但這位年輕人就是20世紀被認為
最有創意的人之一的華德．迪斯尼（Walt 
Disney）！所以你一時失敗，不要以為世界都
崩塌了，不，那還不是最後結局。你站得高，
就會看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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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牠常能不拍翅膀，
而趁著氣流翱翔。牠們好像很專注著，期待自
己能儘量不拍翅膀還能保持在高空；牠有時快
要失速了，趕緊拍幾下翅膀，但很快就試著停
下搧翅的動作，一發現還是不行，就趕緊再搧
兩下，然後再試著滑翔。曾有科學家觀察到一
隻鷹，飛了200哩沒有搧一下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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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尼屬天呼召
• 是在律師事務所怕人看見禱告讀經的人

• 走進森林禱告

• 像你這樣的罪人為何還怕人看見？

• 聖靈滿溢，面對面看見神的兒子

• 第二天不再作律師「我已經是成為為另一位辯
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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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翔時，彷彿也在休息著

科學家也告訴我們，鷹飛翔時會專注於調整羽
毛的角度，好配合氣流，能用最小力氣卻停留
在空中滑翔著。牠們儘量不將力量用在搧翅上，
而操練趁著氣流來飛；所以在飛翔時，彷彿也
在休息著，牠們就是這樣重新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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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的力量湧現

一個人常傾向於思念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
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口中常說出讚美、感謝、
甜美有恩慈之話語，他們更容易發現生命中有一種
內在的力量湧現，使他們更自然地能站到屬天的高
處，眼目能注視更遠的未來，甚至望向黃金彼岸，
而能住在主裡面，穩行在高處，翱翔於屬天境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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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動巢窩，獨自引導
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
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
人。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
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這樣，耶和華獨自
引導他，並無外邦神與他同在。耶和華使他乘
駕地的高處，得吃田間的土產；又使他從磐石
中咂蜜，從堅石中吸油； 申卅二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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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觀的經歷與教導：「默觀是不能教導的，只能
給予一些提示、建議、指引、符號；太明確的教
導與概念，有可能限制了默觀完整的經驗。」

• 你不能期待有人能詳細教導你如何默觀(等候神)，
你必須實際地去學習。

天主教靈修大師
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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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敦生平
• 生於1915年，53歲去逝。
• 6歲時母親死於癌症，16歲時父親死於癌症，

受監護人照顧。
• 17歲進英國劍橋學院，後生一私生子，18歲

去羅馬觀光受感動。
• 後進修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 印度教的僧侶建議他去讀懺悔錄及效法基督
• 23歲加入天主教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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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他們單純、快樂
剛開始牟敦不喜歡那麼安靜的環境，他是個很有
活動力的人；他說他光聽到Trappists(嚴規熙篤會)
的名字，就渾身不自在了，所以他選擇聖方濟會，
喜歡他們的單純、快樂。但聖方濟會因為他有個
小孩而不接受他，他只好去了Trappists。

• 放下了產業

• 放下了孩子

• 甚至放下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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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踏上去，才會越來越深入

幾個月的見習之後，他將被接納成為正式修道
士的前夕，他告訴他的導師說，他覺得Trappists
的生活對他而言，太多活動了，他請求讓他每
天可以比別的修道士花更多時間安靜、默想！
所以默觀這條道路，你一定要踏上去，才會越
來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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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神的面還要再尋求
• 「當我去尋找神時，我發現神在我的裡面；

當我往我裡面去尋找神時，我發現神在我
裡面的更裡面。」

• 這是一條尋求神的面還要再尋求，愛神而
愛到底，渴慕神的同在又更加渴慕的道路，
是無窮無盡的泉源。

奧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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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世界中的默觀

牟敦這樣跨進了默觀這無止盡的領域之後，仍
然是很有活動力的人，並沒有變成整天窩在那
邊，不參與服事的樣子；他特別重視社會關懷，
做了許多有價值的事，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周學
信老師稱那是「行動世界中的默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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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並不是在辛勞飛翔之後，回到巢窩休息來重新得
力的；有時基督徒將重新得力說成你殷勤工作或服
事之後，要有退隱的時間，來重新得力。但鷹是在
飛翔時重新得力的，因為牠不花力氣在搧展翅膀上，
而是專注於調整羽毛角度，好趁著氣流來翱翔於天
際，所以牠就在飛翔中重新得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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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活的態度

你我也可以學習這個，不將默觀局限在安靜等
候神的操練，而是全生活的態度，像大衛說：
「我終日等候你。」（詩篇二十五篇5節）這
樣，我們將在默觀中飛翔，在飛翔中默觀，那
更能稱為「行動世界中的默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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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觀的精義所在

今天這個世代亟須回到主說的，要我們回
轉成小孩的樣式，也就是對神有一種完全
的倚靠，甚至連倚靠的動作都做不出來，
只是眼目不離開父親。那就是默觀的精義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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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個鷹式聖徒

今天我們常用神國的事工活動來定義許多事，
甚至來定義靈修生活；但我們應當用靈修生活
來定義事工與活動，才是正確的。在各樣服事、
工作、生活中，過一個默觀、等候神、重新得
力的生活，作一個鷹式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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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拋錨於永恆】
第五課：默觀與飛翔

58



巨人肩上望

等候神
——摘自羅炳森師母著《羅炳森師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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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1》

任何時候，只要你能夠，就撥出幾分鐘的時間
來，單單地等候耶穌──不必一定要祈禱；只
是等候，注視祂的面龐，渴慕祂的同在。最初
的時候，也許你似乎領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
把握每一個機會，不久你的靈魂會飢渴地要祂。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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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2》

祂自己的甘甜會臨到你，你們會如同愛人一般，
寧可悄悄地溜開，那怕是一兩分鐘，同祂在一
起，勝過聊天、看書、休息或吃東西。當你感
到疲倦、急燥、情緒緊張時，幾分鐘的與祂相
處，在祂同在的寧靜中，會甦息你，遠超過世
上一切其他的。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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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3》

倘若我們多多注視耶穌，而少注視我們自己、
我們的朋友、臨到我們的試煉、我們的失敗、
生活狀況、世界、肉體、魔鬼，我們會越來越
多地反映祂的形像；並且我們的冷酷、不潔、
脾氣、自私會消逝，而代之以親切、純潔、溫
柔、仁愛──變得榮上加榮。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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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神-4》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
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
從主的靈變成的。」

林後三18

羅炳森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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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永在的神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疲乏的，他賜能力；
軟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賽四十28b－31

64



【金鑰一線牽】

只有那永存的創造主，他的能力永不疲乏，
永不困倦。當人困乏時，往往需要耐心地
來到神面前省察自己，持續地仰望等候神
賜能力、加力量，那是一個在神面前不間
斷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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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找個舒服的姿勢
2.開始時可以唱詩歌、讚美等
3.用信心和感恩、帶著渴慕來親近
4.也可以誦讀聖經、宣告、讚美、代禱
與安靜交叉進行

5.想到什麼事，可以先記下來
6.時間可以慢慢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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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個舒服的姿勢

找個最舒服的姿勢，無論跪、坐都
好，也就是可以維持最久、最舒服
的姿勢，讓你忘掉身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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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始時可以
唱詩歌、讚美等

剛開始可以對主唱一首愛的詩歌，讚
美幾句，或讀一節經文，講一些愛的
言語，也可以重複地對他說說你心裡
的話，和他談心。

68



3.用信心和感恩，
帶著渴慕來親近

這不是抓一種特別的感覺，
而是用信心和感恩，

帶著渴慕和愛來親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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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可以頌讀聖經、宣告、讚美、
代禱與安靜交叉進行

如果你先要誦讀、默想神的話，或宣告、讚美
幾句話再安靜，或如果有負擔要為別人禱告，
也不妨代禱；等到聖靈帶領你安靜下來，再完
全安靜下來，這些都可以交叉進行。這段時間
真的是快快樂樂享受神、跟神約會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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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到什麼事，可以先記下來

等候主的時候，如果心中浮現該
做而未做的事、或是負面的思想，
就把它寫下來，暫時拋在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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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時間可以慢慢加長

可以從每天五～十五分鐘
開始，逐漸加長。儘量找
精神最好的時間來親近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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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禱告】

主啊！
幫助我在各樣

服事、工作、生活中，
過一個默觀、等候神、
重新得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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