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抛锚于永恒】

至圣所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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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中心目标

求神显出荣耀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
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
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
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
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
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
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给我看。 出卅三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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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一生的目标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
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
求问。 诗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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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锚于永恒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
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
入幔内。 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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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人相会之处

幔内指的是神在会幕、圣殿里设
置的至圣所，用来表达神与人相
会之处。像船下锚在港湾里，我
们将生命下锚在神的同在里；用
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约翰所写
的「住在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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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生活的目标

旧约时代，神百姓借着遵行律法
诫命，来使自己蒙神悦纳；新约
时代则是要我们拥有神的内在生
命、性情，而能真实与神联合，
有神内住在我们里面。有些人称
它是一种「内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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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在生活训
练成为生活

• 内在生活不只是追求神
的方式，

• 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 不是只是追求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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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带着等候
神的态度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
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
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
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
终日等候你。 诗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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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带入

借着操练与神同在的追求方
式，我们逐渐被带入心被神
掳掠，因祂着迷，总是以神
自己为生命中的至爱至宝，
常住在神同在中的生活；内
在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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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习惯

「要常常喜乐」这样的命令，不
只是遇见困难时才想到，而是成
为一种习惯，没有任何一天不会
想到这个命令，事实上每一天想
到好几次并不过分；不一定需要
刻意去想，而是自然地注意到不
要失去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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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核心
我们生活的核心，不再是专注在守
了什么条规，禁戒了什么诫命，今
天有没有守了晨更、灵修的时间，
我是否花了时间来等候神等等；而
是随时留意我们是否存着爱心与信
心，并且心总是渴慕着主，寻求祂
的面，直望向神，就是一种默观、
等候主、亲近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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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在生活是
事奉的方式
内在生活不只是一种

追求与生活的方式，

也是事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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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自己是
核心价值

• 如果将事工当作生命中
的首要，就不可能将神
的同在当作首要，因为
生命中只能将一件事当
作首要。

• 神能够更多使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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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一同工作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
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
也要在那里。」（约十二 ）

这是内在生活式的服事，

是至圣所的事奉。

14



15

举例荣教士生活
每星期参加七八次聚会
不会讲很多话
她总气定神闲
手忙，心不忙
安息、喜乐、爱耶稣



三、事奉的
核心是基督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神父来找印度的德兰修
女
，说：「我非常钦佩您的事奉，但我已经有
很忙碌的事奉，无法像您一样多多关顾穷人，
觉得很遗憾。」这位以关顾穷人闻名于世的
修女
，回答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不是关顾穷人，而是爱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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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祷告
她自己在实际的生活与行动上活
出这件事来。仁爱传教修女会规
定所有的同工，清晨四点四十四
分起来祷告一个小时，早祷结束
之后，多数同工起身离开，开始
繁忙的工作，而常常还留在那里
祷告的其中一位，就是德兰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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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默观的祈祷

读者应该知道，她的祷告有许
多并不是为什么事代祷，而是
默想、默观的祈祷，她是一位
爱耶稣，过亲近神生活的人。
但她同时也是日理万机，极其
忙碌的修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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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戴德生

• 「如果我有一千英镑，中国
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
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
给中国。」

• 一般人所知道的戴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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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如果我有一千英镑，中国可以全
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性命，绝不

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
国，乃是基督；这样一位救主，
我们为祂所做的，岂会太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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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都是为着基督

戴德生是一位忠心服事的神仆人，
而且经常责任繁重；但他总是记得
服事的真谛，没有迷失在繁忙的事
工中。他爱中国人，愿意付上一切
代价好使中国人得着福音，认识基
督；但他总是没有偏离核心，就是
他一切所做都是为着基督。那是至
圣所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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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圣所的事奉

知道事奉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时，

事奉神不再用外面的事工来定
义，

而是内在对神的爱、渴慕、忠
诚、跟随、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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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至圣所

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断气时，

幔子裂开了，至圣所显现了，

从此你在外院、在圣所服事时，

都可看进至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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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的定义

• 敬拜与赞美是一种事奉，
• 祷告是一种事奉，默观、
• 等候主是一种事奉，
• 浸泡在神的话语中、
• 神圣诵读是一种事奉；
• 饱享主的同在、被圣灵充满是一种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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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神的旨意
是事奉

• 遵行神的旨意遇见失意的事，仍然保持
喜乐，当然也是一种事奉，

• 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怎会不是事奉呢？

• 我们所有内在生活的道路都是一个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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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宝贵的
事奉

为一个有需要的人，说一句爱的言语

或给一个温柔、甜美的微笑，

所有我们因着爱、为基督而作的事，

是至圣所的事奉。

26



不会耗尽，
感到满足

像主在服事完撒玛利亚妇人时
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
知道的；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
工。」（约翰福音四章 、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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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路十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
人名叫马大，接祂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
叫马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祂的道。马大伺候
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
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么？请吩咐她
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
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马
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服事时心里并不平静

因着这故事，从此教会里听见一个热心做事的
人会说：「我是马大。」但我相信主的意思并
不是坐在主脚前才是上好的福分，忙忙碌碌地
做厨房的事是次好的。我想主责备马大是因为
她服事时心里并不平静，思虑烦扰充满在她里
头，使她发出不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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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的真谛 要住在主里面

重点不在讲个理，孰是孰非，而是要住在主里面
，那是服事的真谛，是至圣所的服事。我相信后
来马大学会了功课，她后来有机会、有需要时，
大概还是会在厨房忙碌做事，但心中有至圣所；
所以她在厨房却觉得像在主脚前与马利亚一同听
道一般，充满安息，也充满主同在的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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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坟墓的那一头

也许有人说，她相信马利亚不太会做家事，我
也喜欢这种想法。那不是她擅长的事，但是否
表示她不服事或是不用服事呢？我想不是的，
马利亚坐在主脚前并未「闲着」，她可能很专
注地，花很多功夫地调整着羽毛的角度，学习
如何乘驾在地的高处，因此能有更高的眼光，
看见更远之处，甚至看透坟墓的那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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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独马利亚察觉感受

所以，当后来时机来到，主讲着祂将受难的事，
那些平常说着爱主、谈论忠诚、殷勤服事着的
门徒，并没察觉主的心有什么变化；惟独马利
亚，那个常常安静坐在一旁，一点都不亮丽、
突出的一位妇女，她却感受到主的忧伤，或是
主内心的渴求，她拿出珍藏的香膏，打碎玉瓶，
将膏油一股脑地浇在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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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将爱倾倒在主身上

• 她不是用替主做什么，或服事主关心的
人（像是穷人），来表达对主的爱；她
乃是直接将爱倾倒在主身上，那是在服
事神而非服事殿，是至圣所的服事。

• 至圣所的服事像马利亚一样，传诵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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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独特的纪念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
为记念。

可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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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主的中心是「主」

我们教导人操练默观（等候神），
建议人每天分出时间来操练；但当
你比较能这样时，要记得等候主的
中心是「主」，而不是「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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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将主摆在眼前

要常将主摆在眼前，注视祂，让你的心是
因他着迷，而不是因着操练得有成就而快
乐。你不太会提说，你已经能每天等候主
一小时了，而是会多提到主，多思想、注
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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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所事奉的特质】
• 保罗与使徒们的书信，很少提事工的推展，只多提到主与

他的道。

• 尽量不让别的事成为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无论是事工果效、
特别的异象、大家一起往前冲的口号等，而是主自己的荣
美彰显。

• 就像是讲到委身，也是更多的讲到委身与主，而不是像时
下风潮更多的提到委身事工。当然若是说到应用，延伸一
点偶尔可以，但我们要学习不要让别的事成为吸引人的主
要原因。

37



38

保罗特殊的异象只轻描淡写
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
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
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
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
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
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
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
见的。 林后十二



戴德生的服事信念
• 我相信至圣所的服事，不会宣称神要我们做什
么服事，却又说缺费用，需要跟人募款。戴德
生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中服事的。戴德生的信心
生活不只是在财物供应的领域中，也包括事奉
的其他层面。

• 使徒们只让神自己成为吸引人的原因，即使果
效似乎慢一点，甚至一段时间几乎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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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神的方式做神的工

如果工作是出于神的命令（吩咐），我们就可
以带着充足的信心到祂面前求得着工人；而当
神赐下工人之后，我们就可以到祂面前祈求方
法或工具。你可以信赖这件事：按神方式作神
的工，绝不会欠缺神的供应。

戴德生：惟独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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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做，让神做
• 你无论做什么，总是想到神。不但为神做，
也是让神做；不但将事作好预备有一天交
账，也是现在与神同工。

• 至圣所的事奉，就是虽然认真事奉但焦点
不是事奉，而是耶稣，让神成为一切，让
生命的锚抛稳在神里面，直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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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见证

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
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
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
情给你。 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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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诵读】
我们有这指望，
如同灵魂的锚，
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

作先锋的耶稣，
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希伯来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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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相伴行】

内在生活是一种追求神的方式
内在生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内在生活是一种事奉的方式
多走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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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生活是一种追求神的方式
反省过去的学习，

追求神的方式上有更多的操练：

开口赞美神；

遵守新约圣经中主的命令；

操练将忧虑重担交给神；

除去心中的罪恶、幽暗阴影；

维持喜乐与光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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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生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周留心生活是否带着等候神的态度

是否常常存着信心和爱心；寻求主的面

生活中学习放下自己的意愿，

让神成为一切的一切。（不要专注于是
否守了什么条规、诫命或晨更、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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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生活是一种事奉的方式

这周检查自己在繁忙的服事当
中，

是否心中沉静安息、充满喜乐。

给自己打分： 没有进步， 有
一点进步， 进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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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一里路

留心本周多少次去做超过
人所要求你的，或是刻意
超过你责任范围的事，是
为爱主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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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祷告】

主啊！

帮助我在每一天的生活、

事奉中更多的渴慕你、

与你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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