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安靜不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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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不動】-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
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
海心，其中的水雖匉訇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
，我們也不害怕。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神的
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所。神在其中
，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神必幫助這城。外邦
喧嚷，列國動搖；神發聲，地便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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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不動】-2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
所。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祂使地怎樣荒涼；
祂止息刀兵，直到地極；祂折弓、斷槍，把戰車焚
燒在火中。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
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萬軍之耶和華與
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詩篇四十六篇



要安靜

今天許多人祈求復興，期待看見神的名在外邦中
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期待有一天，在台
灣的街頭看見三三兩兩的人，聚集在一起談論主
的事，一起禱告。為此，基督徒會多禱告、禁食、
舉行各樣的復興聚會；可是當我們期待神的名在
外邦中被尊崇時，至少有一件事是主很清楚告訴
我們叫做的，那就是——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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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不動
• 「安靜不動」包括了一件事：不要常常對周遭

的事，那麼快做出反應。

• 其實很多事就如被踐踏過而變得污濁的溪流，
使它清澈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動它，過一陣子
它自然就會變清澈。大自然有許多這樣的法則，
栽了種子在地裡，不需要常常把它翻出來查看，
你安靜一段時間不做什麼，它就會冒出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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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錨於永恆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
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

來六19

• 拋錨定泊在永恆神的裡面，安靜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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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 Be Still

• 不是寂靜主義
• 不是像死亡不動
• 不是要達到空的境界
• 乃是有種子的生命，有神的道
• 進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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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讓神介入
你是否經歷過，有時身體出狀況時，不急著去看
醫生或吃藥，而是使身心靈更安靜，注視著耶穌，
在默觀中安息在主手中；有可能過了半天、一天，
狀況就好轉了，也不需要用到醫藥？即使後來還
是需要去醫院接受治療，但這樣做還是對我們的
身體有幫助。（當然有一些狀況，若不是主立刻
行醫治神蹟，就應當立刻送醫，像中風、心肌梗
塞、血流不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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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陣子就會不一樣
• 對事情不急著立即做出回應，而先讓自己安靜

不動，是一種神聖的習慣。心情不好的時候，
不要急著做什麼，只是

• ，對自己說：「過一陣子就會不一樣。」
• 對待我們周遭的人，我們所關心、所服事的人，

亦是如此。
• 不是什麼事都不做，也不是什麼事都想做，事

情還有可能會變化，我們自己也可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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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救船
• 船發生船難，遇見颶風

• 一位博士跑來跑去影響救難

• 船長要求博士幫忙拉住一條繩子，告之對船

的得救有幫助。

• 後來船得救了，博士就到處邀功

• 船長說是因為你拉住了那條繩，安靜不動，

才救了那條船。



內心安靜地
看見、聽見你的青少年孩子說出、做出讓你抓狂
的事，你能否先不要做出反應，不要急著糾正他、
責罵他、否定他，只要內心安靜地看著他、聽他
說？多待一會兒，可能他說著、說著，就會自己
說出另一面的話來。青少年有時是藉著說出來，
或是行出來，來作生命的實驗，來釐清自己的思
路與當行之道；若父母急著介入，常常破壞了他
的成長，甚至帶出更負面的結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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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反駁

有一次聚會結束後，一位姊妹邀我們次日跟她
一個好朋友談談話，她的朋友剛考上大學，因
為身體有個特別的情況而有點自卑感。次日上
午我們去了，跟那個女孩講一點福音；她是個
標準的大學生，有很多的知識，無論我們講什
麼，總是反駁我們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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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女孩在流淚
後來我頓了一頓，想辦法轉個話題，跟她提到神愛
她，結果她連提到愛都有一套看法。所以我就笑一
笑，結束談話，告訴她我們預備要去搭飛機回台北
了，然後問她：「我們為你禱告，好不好？」沒想
到她答應了，於是我們開始禱告。同行有一兩位開
口禱告之後，我覺得氣氛有一點特別，就睜開眼睛
看一下，發現那位女孩在流淚，我趕緊閉上眼睛。
禱告結束後，我什麼都沒講，就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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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那是怎麼發生的
• 兩週之後，我們收到一封她寫給我的妻子的信，

大意是說：「我多麼感謝上帝！這幾天來，我
每一天都覺得充滿了上帝的愛。」我們不知道
那是怎麼發生的！有時候我們做很多的事，但
主說：

• 你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
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 詩四十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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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得放手，期待神的介入

當然這不是說，你從此以後什麼事都不做，只要
安靜就好了；而是要學習安靜，曉得放手，期待
神的介入。當你安靜的時候，心臟還在跳動，血
液還在流動；風不會因你安靜就不吹拂，太陽仍
舊照射，聖靈也會繼續運行；我們的安靜，其實
是將自己安置在神榮耀大能的腳步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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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無法等候、安靜，失去王位

掃羅照著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還沒
有來到吉甲，百姓也離開掃羅散去了。掃羅說：把
燔祭和平安祭帶到我這裡來。掃羅就獻上燔祭。撒
母耳說：你做的是什麼事呢？掃羅說：因為我見百
姓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而且非
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裡說：恐怕我沒有禱
告耶和華。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擊我，我就勉強獻
上燔祭。 撒上十三8-9.11-12



無言無語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
識。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他的量帶
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神在其間
為太陽安設帳幕； 詩十九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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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靜中的大能】
20世紀中葉，神在美國興起好幾位醫治佈道家，神
藉他們行出許多奇妙的醫治神蹟；其中最有名的羅
拔士（Oral Roberts），曾他們中間最傑出的是一位
姊妹佈道家庫爾曼（Kathryn Kuhlman）。她通常不
是叫病人到台前來，為他們禱告；她乃是好好地帶
領聚會，用詩歌、音樂、講道帶領人意識到神的同
在，然後醫治的神蹟自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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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請安靜！」

她常在聚會中要求一段安靜的時間，除了輕柔
的琴聲之外，不許任何人開口或發出聲音。有
一次，在這樣安靜的時刻，前排一位弟兄小聲
地出生禱告著，庫爾曼一點不容情地指向他說：
「我說，請安靜！」
• 安靜？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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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多注意佈道家的恩賜

她有時讓聚會安靜數十分鐘之久！就在那
時，許多人得了醫治，然後她會請他們到
台前，讓他們出來見證主的恩典。這樣，
人更容易將榮耀歸給神，而不是多注意佈
道家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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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神的同在
我們教會的聚會也常有這樣的事發生，我們從
不宣稱自己有醫病恩賜（雖然那是聖靈會顯在
神兒女或神僕人使女身上的恩賜），而只是帶
領會眾敬拜神、親近神，提醒他們主在我們中
間，讓神百姓更多意識到神的同在，安靜在祂
面前，在祂甜美的同在與榮光中靜默，有些人
就經歷了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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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平安》
《宣道會》的創始人宣信弟兄（A. B. Simpson）
，年輕時偶然得著一個不知名古代聖徒寫的小冊
子《真平安》；他看到書名，同意持守內心的平
安是重要的事，但應該不會太難。他開始讀，然
後照書上寫的去安靜，才發現安靜的操練是很不
容易的！不真正去安靜則已，真的去安靜就發現
許多思慮全湧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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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中的大能

但他沒有放棄，乃照書上寫的繼續操練，
慢慢地那些紛雜的聲音逐漸隱去，之後開
始有清明的聲音出來，是真正自己內心的
聲音，裡頭也有神的聲音。後來他寫了一
篇文章，叫做《安靜中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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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裡面有生命

當我們裡頭沒有「自己的東西」，不像主耶穌
「在自己裡面有生命」，我們讓世界各種聲音，
從媒體、電視、網路、聊天中來的聲音，組成
我們的生命與世界。一旦我們安靜下來，這些
東西就會紛沓而至，常常是雜亂的，使人會想
著：「我不該這樣安靜，這樣的操練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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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意識到基督的內住

不，那只是顯出我們生命的貧乏，直等到我們
更多意識到基督的內住，而且祂的顯現吸引我
們，擄掠我們的心，使它著迷；你將發現你能
與自己同在而不覺得枯躁乏味，因為你裡頭有
基督和祂的豐富，那才是你自己的東西，基督
在我們裡面成為榮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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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的聲音

當我們安靜下來，才會聆聽到自己內心的
聲音，也才會聽到神的聲音，常常比外面
所給予的更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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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的見證

• 聚會中有「要安息、要安靜」的預言翻
出來。

• 領會的弟兄竟邀請會眾唱一首〝安靜
Be Still〞的詩歌。

• 不是道理、不是同意，乃是去實行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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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教士帶領我們〝安靜時刻〞】

• 安靜的身體
• 安靜的心靈
• 不要力求改換環境
• 安靜中神常作提醒、加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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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操練

• 亞伯拉罕在帳幕門口（創十八）

• 摩西在山上面容發光

• 天主教修道院

• 基督教的靈修

29



【在安靜中建造】

「會不會在禱告裡面，最不重要的項目就
是我們所說的話？」

楊腓力

• 學習「安靜不動」，會帶來生命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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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時間來安靜吧！

告訴自己：「耶穌在我裡面。祂是甜美的，
是有榮光的。」然後操練默觀，注視祂、
等候祂，直到祂的同在佔滿我們的心，讓
那叫萬有歸服祂自己的大能吸引著我們，
使得凡在我們裡面的都愛祂、尊崇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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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真平安

為此，我們要操練真平安、真實的安靜不
動，連我們的身體都安靜不動；不是僵硬
死沉，而是一種安息釋放。聖靈喜歡住在
一個安靜的心靈中，也喜歡住在一個安靜
的身體裡。

• 聖靈像鴿子一樣

32



窯匠手中的一塊泥

先知將我們比喻為窯匠手中的一塊泥，製
陶的人都知道，那根轉動的軸心必須穩定
直立，否則無法模出美麗勻稱的陶器；我
們若不能安靜不動，陶匠的手再巧，也不
能成功美麗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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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電話得拯救
• 牧師的孩子咽喉腫脹，生命危險

• 一直忙於撥電話找醫生，一直找不著

• 後來牧師想起剛剛的主日才分享〝安靜〞

• 牧師終於放下手中電話安靜片刻

• 剛放下電話，電話響起，一位醫師打電話來……

• 「幫你找到一位附近的醫生，趕快和他聯絡」

34



35

安平之殿
• 只是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你流了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
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
個兒子，他必作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靜，不
被四圍的仇敵擾亂。他的名要叫所羅門【即太
平之意】。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
安康泰。 代上廿二8-9

• 當神要大衛的兒子來負責建造聖殿時，就要大
衛將這個兒子取名「所羅門」，平安之意。



安靜建造

• 建殿是用山中鑿成的石頭，建殿的
時候，鎚子、斧子和別樣鐵器的響
聲都沒有聽見。

列上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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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安中建造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
動天地、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
珍寶必都運來（或譯：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
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
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該二6-9



【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舊約聖經裡有個故事，希西家與猶大國如
何從亞述手中得神拯救，神以長篇幅記了
三次，分別在列王紀下十八至十九章、歷
代志下三十二章、以賽亞書三十六直三十
七章，顯然神想要我們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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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述大軍兵臨耶路撒冷城下

當時南國猶大與希西家王處在一個極其惡劣的
環境中，稱霸近東世界近三百年的亞述帝國，
正在日正當中之時；亞述大軍東征西討，所向
披靡，沒有一個國家在她面前站立得住。她滅
了北國以色列之後，繼續南下侵侮南國猶大，
許多城市陷落了，只剩幾座城，然後亞述大軍
兵臨耶路撒冷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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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來領你們到一個地方
你們不要被希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們；
也不要聽希西家使你們倚靠耶和華說：『耶和華
必要拯救我們，這城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
不要聽希西家的話，因亞述王如此說：『你們要
與我和好，出來投降我，各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
樹和無花果樹的果子，喝自己井裡的水；等我來
領你們到一個地方，與你們本地一樣，就是有五
榖和新酒之地，有糧食和葡萄園之地。』

賽卅六14~17



不隨便挪移環境
• 如果亞述王不提耶和華神的名字，侮慢祂，或許神

不會立刻對付他；當仇敵特別猖狂時，我們更應該
挺身昂首，因為知道我們得救贖的日子到了！

• 亞述王提供的解決問題之道，正是這世界提供的方
法；當環境惡劣時，就想辦法換個環境。

• 主的門徒也當學習不要隨意換職場、換教會，免得
我們失去神的琢磨，甚至神再給同樣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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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互相效力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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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扎根

以色列人哪，我賜你們一個證據：你們今年要
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長的，至於後年，你
們要耕種收割，栽植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
果。必有餘剩的民從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脫
的人從錫安山而來。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
就這事。 賽卅七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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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方法

亞述王與這世界的方法是，環境不好就換個環
境，伯利恆飢荒就移居摩押，這個公司不合我
意就換個工作；但如果你肯安靜下來，神可能
會指示你，你需要做的是在這裡往下紮根、向
上結果。希西家還在掙扎猶豫時，神藉著先知
鼓勵他、教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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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方法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

賽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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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歸回（Repentance）

• 每次靈修即悔改、回家，調整我們的方
向及步調。

• 神的靈及聖靈幫助我們找到回家的路。

• 浪子回頭，回到神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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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息（Rest）

• 不回家的浪子，渴望回家
• 撥電話回家，若三聲就算了
• 三聲內母親拿起電話，彼此安靜
• 母親唱了一首詩歌，浪子流淚
• 有一天終於回家，母親倒水，答「伯母，謝謝」。
• 「孩子，你已經到家了」，放下武裝，不再作雇工，

真實作兒子

47



3.平靜（Quietness）

• 安靜，不要出聲音，連開聲禱告也不要

• 花時間退修，退隱

• 聽、聆聽，與神面對面，得到神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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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穩（Trust）

• 放鬆、安靜

• 對神有一真實的信任

• 山谷中的走鋼索的人，相信和信任——他的
兒子

• 不只是頭腦相信，乃信任和靠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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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處

• 耶穌在深夜或清晨，找到寧靜孤寂的曠野
• 刻意的操練，為要遇見神，努力的安排，精心

時刻
• 找到獨處的空間和時間，不被打擾
• 長大成熟的訓練，面對真我，透視人生
• 不要急於說話，神會在意外中向人啟示祂自己
• 脫離固定模式，享受安靜，明白神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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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默
• 學習望斷以及於耶穌，舉起心渴慕神
• 學習聆聽，身體安息，來到神面前
• 控制舌頭，離開聲音，安靜下來，轉向神，

意識到祂，聚焦於祂。
• 敞開心，恢復自己的寧靜，用想像力
• 靈性的基礎和紀律，得聽神的聲音
• 先從五～十五分鐘開始



建立與神親密的關係——不知之雲

一.提起你的心，帶著溫柔和興奮的愛
二.單單渴慕神，而非祂的恩賜
三.焦中注意力渴望於神自己，讓這成為頭腦

和心靈唯一的關懷。
四.盡力忘記其他事，不讓你的心思和渴望與

任何人事物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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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站著】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詩六十二5

• 有聖經學者認為，這裡的「等候」，字面上有
個意思就是「安靜站著」。

• 母親幫孩子換穿衣服，安靜站好，才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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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各種環境，塑造我們
• 人類將改變環境，弄出一個更便捷、更舒

適的環境，作為有成就的定義；但神關心
的是藉著各種環境，塑造我們，要使我們
模成基督的形狀樣式。所以如果你輕易躲
開一個環境，神若不放棄你，祂總是會再
興起別的環境來製作我們。

• 不輕易挪移本位，但罪要速速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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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全部都罰到了
古代有個人犯了法，縣官給他三個罰則讓他選：「罰50
兩銀子，再不就打50大板，也可以選擇吃五斤大蒜。」
那個人想一想，50兩銀子很多錢，50大板很可怕，大蒜
不是對身體好嗎？選擇吃五斤大蒜吧。吃了兩斤以後，
他說：「我快抓狂了，還是打50大板吧！」打到大概30
板的時候，皮開肉綻，他說：「快打死人了，我罰50兩
銀子吧！」結果全部都罰到了。我們若不曉得安靜不動，
將自己放在神手中，委身在祂安排的環境裡，也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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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
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
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
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羅西12-14

• 我們也必須學習安靜不動，神才容易將基督披戴在我
們身上，並使我們穿上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
耐、愛心等等，「存…心」原文可譯作「穿上…」



碎石之力

當我們期待復興，見神的名在外邦中被尊
崇，至少有一件事我們應該做，就是「你
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神。」有時我們多
多安靜之後，再站起來說話時，會帶著打
碎堅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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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都安靜地圍繞

就像當年約書亞率領百姓要得應許之地為業時，
代表性的第一仗，神要百姓七天都安靜地圍繞
耶利哥城行走，第七天仍安靜地繞城六次，第
七次時神吩咐他們大聲呼喊，城牆就倒塌，仇
敵被消滅了。

• 在安靜中，仇敵被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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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呼喊，心才能安靜下來

也有時先有呼喊，我們的心才能安靜下來。就
像以利亞在失敗灰心中，情緒奔騰澎湃，神安
排烈風、崩山碎石、地震、火，然後以利亞才
預備好，能安靜下來，並聽見神微小的聲音。

• 安靜、讚美，讚美、安靜交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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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說話工作之時

有些人迷失在壯觀的場面、激情的敬拜、倒地或
其他外在彰顯中，忘記接下來是神說話作工之時
。慶典壯麗的煙火之後，大家散去，議論紛紛，
讚嘆之餘，還有真槍實彈的前路要走呢。

• 不要迷失在壯觀、激情的場面中，在其之後，
生活才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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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密處與主相交

• 有時在辦公室安靜地專心做事，一段時間後，起來
動一動，整理一下環境等，之後更覺得裡面的吸引
。我們也喜歡在敬拜讚美之後，有一段安靜時間；
生活中無論做什麼，做了一段時間後，就安靜一下，
讓裡面沉澱一下，在心裡的隱密處與主相交一下。

• 你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神。 詩四十六10



安靜等候神——古典的藝術

每一分鐘等候神，都是神作工的機會，
可是有時候我們不一定意識到祂在作
什麼工作。

慕安得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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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茲-1

1737年我為著健康，有一次騎馬到林間去，照
平常習慣從馬上下來，到一幽靜處散步，一邊
禱告默想神，忽然有一非常的異象出現，我看
見神人中保耶穌的榮耀、偉大、完全、純潔、
愛、謙卑溫柔；寧靜甜蜜的恩典，基督無法形
容的優美崇高，足以吞噬一切心思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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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茲-2
大約一小時之久，多半時候我眼淚直流、大聲
哭泣，心中感到一種迫切渴望，想要將自己倒
空消滅，躺在塵埃，只讓基督來充滿；渴望以
聖潔純全的愛來愛祂、信靠祂、住在祂裡面，
一生跟隨祂、服事祂；靠祂的神聖純潔，使我
也得以完全成聖純潔。這樣的經歷不只發生過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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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茲-3

有時只提一個字，只看見基督之名，或是
神一種屬性之名，我就心中火熱起來，在
甜蜜中歡喜快樂，思想也超越自己的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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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拋錨於永恆】
第六課：安靜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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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肩上望

安靜的大能
——摘自宣信博士著《安靜中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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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大能-1

二十五年前，有位朋友遞給我一本書，後
來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那本書名
叫「真平安」，是一篇古老的信息；書中
所載只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神在我生
命的最深處正等著與我談話，只要我能安
靜下來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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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大能-2

我當時想這事並不難，於是開始安靜，但是
當我一開始安靜時，所有嘈雜的韾音竟都往
我耳朵裡衝進來了；許許多多喧鬧的音響從
外面的環境，也從我的內心裡湧上來，一直
到後來，除了這些煩亂與喧囂外我幾乎聽不
到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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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大能-3
這許許多多的聲音中，有一些是我自己裡面的聲音，
有的是我自己的問題，我自己的掛慮和出於己的禱
告；其他的是那誘惑者的建議，和從騷亂的世界裡
跑進來的聲音。似乎從來就沒有像當時那樣，有那
麼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去說、去思想；那時我整
個心思被四面八方來的音響拉拉扯扯，最後迎向我
的就只有一些嘈雜的聲音，和無法形容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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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大能-4
彷彿我需要注意聽其中的一些聲音，甚至需要回
答它們，然而神說：「要安靜(休息)，要知道我
是神。」但是，又有為「明天」的事，「明天」
當盡的職責和為「明天」的掛慮，使腦海裡重新
湧起了思想的衝擊，只是神又說：「要安靜！」
以後，接著湧上來的就是我那顆不安靜的心極想
快快就近他的禱告，這次神又說：「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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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大能-5
當我留意這些命令，慢慢地學習聽話，而把
我的耳朵向所有的聲音關閉時，我發現：過
了一陣子，當其他的聲音停下來，或是我自
己不再去聽它們時，就有一個寧靜、微小的
聲音在我生命的深處，開始用一種說不出來
的溫柔、能力和安慰在說話。

72



安靜的大能-6
當我留心聽時，它在我裡面就成了一種禱告的聲音、
智慧的言語和對所該做之事的提醒，以至於我不再
需要那麼費力地思想，也不需要禱告得很勉強或不
容易相信；相反地，在我心坎裡那個寧靜、微小的
聲音是聖靈的聲音，是神自己在我靈魂隱密處的禱
告，是神對於我所有問題的答應，是神自己的生命
和力量成了我靈、魂、體的生命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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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靜的大能-7

這個聲音成了所有智識、所有禱告和所有祝福
的本質，因為它就是永生神自己成了我的生命
和我的一切。

——摘自宣信博士著《安靜中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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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竟自不肯。」

以賽亞書三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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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在以賽亞書中，先知對猶大說，他們唯一
的希望就是離開罪惡回歸神。只有這樣，
他們才會找到信心，安息和平安。他們指
望人的力量，只能是失望，痛苦和失敗，
但信靠神則會得到平安，安息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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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遇事不急著做出反應
2.不要怕世上雜亂的聲音
3.分別時間來安靜
4.不要急著改變環境
5.常常安靜的注目耶穌
6.本週上述的操練，可簡要記錄，並在群組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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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遇事不急著做出反應

對事情不急著立即做出回應，而先讓自己
安靜不動，是一種神聖的習慣。看見、聽
見別人說出、做出讓你抓狂的事，先不急
著責罵、否定，而是先內心安靜的看著他、
聽他說，學習放手，期待神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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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要怕世上雜亂的聲音

一旦我們安靜下來，世界的各種聲音可能紛沓
而至，常常是雜亂的，讓人以為操練安靜是錯
的。但那只是顯出我們生命的貧乏，等到我們
更多意識到基督的內住，你將不覺得枯燥乏味，
而是會享受基督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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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別時間來安靜

分別出時間來操練安靜，無論在聚會或是
生活中，你可以先大聲的用詩章、頌詞、
靈歌來竭力的讚美神，之後更容易讓你進
入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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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急著改變環境

有時神容許我們處在一個困難的環境中，
他要藉著環境塑造我們，使我們模成基督
的形象樣式。這時我們不要急著轉換環境，
而是更多安靜尋求主，主期待我們可以向
下紮根、向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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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常安靜的注目耶穌

無論你在做什麼事，一段時間後，你都可
以安靜一下，讓裡面沉澱一下，在心裡的
隱秘處於主相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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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週上述的操練，
可簡要記錄，

並在群組中分享。



【渴慕的禱告】

主啊！

幫助我無論在什麼情景下，

在何種環境中，

都可以常常在你裡面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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