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感言  

 

 

 

壹、何谓耳边风？有何特征？ 

 

从风症谈起：  

中医所指的「风」是指一种疾患，如中风、痛风、羊癫风、急惊风 这些均有碍于肉

身行动；但有一种风症在医学宝典上找不着，却与灵命生死攸关，那就是耳边风。  

耳边风：自人类启始，此病就 始流行，且历久不衰；若以流行病学来追本溯源其原始

发生地，是从伊甸园 始的，试看《创 2:17》耶和华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当我们再看《创 3:6》时，夏娃显然将神的话当耳边风，「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

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

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于是得了耳边风鼻祖之尊号，却可把我们害惨了，整个

人类立刻陷入罪的深渊之中，她的后代子孙不但群起效犹，更是发扬光大。 

 

贰、让我们一齐来用属灵的听诊器自我诊断一下，看看我们的耳边风痼疾严重度如何！  

(读经：申 28:1-24) 

耳边风自我诊断与提醒 

 

试问：每次聚完会回家，当夜还存留多少内容？过一周后又还存留多少内容？ 

例如：○1 今年的圣经训练营的主要祷告题目是：「自己蒙恩就好了」，不摸问题、祷告就

好了！但我们听了不下一万次，仍然耳边风，不把神的话当回事(比健忘症还严重)；问

题一来，首先冒出来的又是老我的体质、人为的本性，靠自己努力去解决，把祷告抛到

九宵云外去了，结果搞得一团糟！ 

○2 《太 6:33》主应许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而我们却耳边风，被肉体的情欲、爱世界的心捆住，只顾追求属世的功名利禄、五子登

科(车子、妻子、房子、金子、儿子)，加入「赛房族」而拼死命工作，无暇享受百万豪

宅，更为着高昂的房贷及节省空调，而在家冬天穿雪衣、夏天汗流夹背。钱四角(脚)、

人两脚，保证永远追赶不上！肉体的欲望更是深渊，跳进去了就没完，再怎么也出不来！

《诗 16:4》：「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而人们经常动不动就耳边

风，以配偶、儿女、工作、事业、学位、成就、地位、金钱、物欲当作神，当这些与敬

拜神、服事主、奉献上有冲突时，第一个牺牲的就是神国的事，因此他们的愁苦加增是

必然的。 

○3 主说：我为你流血、改命、改运、换身份，你已被呼召成为神儿女、天国子民、基督身

体、圣灵的殿、君尊祭司；但我们却老是耳边风，总抓着过去而继续唉哼、内疚、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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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基督已为我们完成的救恩，紧抱那稍纵即逝、亳无价值的粪土，继续在痛苦、不安、

贫乏、忧虑的时光中打滚，过着乞丐王子般的生活。 

○4 我们常常只为别人听道，丈夫为太太听道、太太为丈夫听道，只在听道的事上 为对方

设想，也精心选用对自己 有利的经文来攻击、指责对方。主叫我们在家中□1 丈夫：爱

妻子如同爱自己，保养顾惜，如基督爱教会一般；而我们却耳边风，爱自己很多，总用

经文要求妻子，不保养顾惜她，为妻子听道，核对她作到多少。□2 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

我们却耳边风，有选择性、有条件地，某些事还可以顺服、过关，但钱这一关可要严格

看守。□3 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失志气；但我们却耳边风，随己意管教、压迫儿女，惹得

儿女鸡飞狗跳、哇哇叫，恨不得快到十八岁，远走高飞、离家愈远愈好。 

○5 主说：我重生了你，在地上的日子必与你同在、永远引导你；你要以教会、约柜(祭坛信

息)、肢体为中心生活，必遇贵人、贵事，让你目不暇给、惊讶稀奇；然而，我们却仍耳

边风，无心察验、留意神如何与我同在、引导，竟自以三百哩的速度逆向奔撞，如此横

柴入灶，岂能不导致头破血流却拼命抱怨「我为什么如此倒霉！」《箴 29:1》：「人屡

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6 主曾三番二次叫我们不要忧虑，求就赐给《约 14-17 章》；但我们总是不信，宁愿忧虑

一整天却不祷告(严重的耳边风)，总在红海边造船、在耶利哥城外打造武器。《彼前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却重度耳边风，因看不见神、

不认识能顾念我们的神是谁，终究不明白「…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彀。」的道理，而预支廿年后的忧虑，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而抱怨

连连。 

○7 《玛 3: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

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 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然而我

们这些大博士、大硕士们居然连如此简单、划算的数学应用题也不会算，真不知数学是

怎么学过来的？或是鬼迷心窍得耳边风，而不给神机会，忽视(连试试都不肯)神应许倾

倒下来、无处可容的福气，在为神国事工的奉献上、时间摆上常与神讨价还价，税前或

税后呢，廿分之一可以吗？聚会时间短一点不行吗？主日崇拜、周间聚会常常姗姗来迟、

准时迟到廿分钟，难怪不能得福，是理所当然、其来有自的。 

○8 其实，我们若不把神的话当神话，而当真(不耳边风)，或听牧师信息所讲的刻在心版上

并顺从，必全然改变，无论任何景况必有平安、喜乐！家家甜蜜、温馨、幸福、美满；

可是我们却继续耳边风。可见耳边风危害之大，是撒但 厉害的一招。 

 

参、那种人易患耳边风？为何？ 

 

1. 不同国家、语言不通、文化隔阂，有如对牛弹琴  

2. 头脑混乱一片、不能分辨何为重要；就像老年(属灵)痴呆症一般，对神的话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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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耳朵里长了太多、太厚的耳垢，声音进不去；我们应掏空所有属灵的耳垢，才能清楚

听见从神来一切的话  

4. 耳朵有智慧型过滤器、专挑对自己有利的听 

 听完道只记得逗趣的事，把 重要的完全滤掉，继续耳边风；或只为别人听道 

○1 人为什么会耳边风？首先是自以为聪明、有智慧、有两把刷子，可以刷得动一切，就不

信邪(还好)，却是不信正(糟了)，神对此等人就用祂 善用的矛盾演绎法(Paradox)来治

他，正如《林前 1:18-24》所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

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

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其次是没遇见主：把神

框在自己设好的范畴内，总以自己那短浅、幼稚、狭隘的眼光来判断、理解、接受、论

断神；所以《徒 7:51》司提反在殉道前，对当时代的耳边风专家(法利赛人、祭司长、

圣经教师)痛心疾首地指责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诗 42:5》「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

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他笑脸帮助我…。」然而，我们却常继续硬着颈项，死拗着耳边

风，宁可忧闷、烦躁而不愿抓住神的应许来仰望神。(整本圣经中「不听」的字眼出现达

153 次之多。) 

○2 不耳边风的景况是《申 6:4-9》：「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

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

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

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肆、寻找耳边风的特效良方！ 耳边风得医治的三步曲 

 

1. 重生 - 听道、信道是灵命的起死回生术 

○1 《罗 10:13-17》：「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

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有没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

道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2 听见蒙恩的道并接受相信：完全是主的作为，是神主动找我们的明证。这道向我们说

《弗 1:4》：「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 2:8-9》：「你们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

得有人自夸。」《约 1:12-13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

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

是从神生的。」；《彼前 2: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

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第二卷   第四十九期  

 
2006/09/01

 
- 3 -



Website:  http://www.spring4life.net
Email:  info@spring4life.org 

clcwdc@yahoo.com 

○3 《约壹 5:8》：「作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当

我们听见神的话、主耶稣已为我们献上流血的祭并死而复活、保惠师圣灵已进住我们

生命中，这就是我们蒙召、蒙恩、蒙福、蒙拣选的确据。 

○4 生命改变随之活人的眼光来到，生命既活过来、耳朵必 通，能听见父的声音，回应

祂的呼召，与衪立永远的约。 

 

2. 与神立约 – 就是神祝福我的永约，我要全然领受、享用 → 我相信神所赐的应许，并

天天发现神的带领，愿喜乐的顺服跟从，借着我全部的生命彰显神的荣耀，

来祝福万民。 神与我们所立永约的内容(主所赐一切应许、祝福)全部记载在

圣经里，越打 颂读、领受就越蒙福，撒但的诡计却让我们耳边风或将神的

话当安眠药。 

①看见同在：只要有心，在凡事上可看见祂以「大自然的丰富、生命气息、神的话、圣灵

的感动、按时供给五力、每时刻蒙恩的遇见」来与我们同在。 

②发现引导：若有心察验，必能发现神在我们的七现场,人际关系,凡事上引导的内容。 

③享受应允：现在的崇拜正是神应允你的时刻。祷告蒙允的正确观：清心与信心、荣神益

人建国的胸怀、爱神爱人爱国度的心肠、交出生命主权、祷告后所得平安

自由喜乐的心、察验祷告后周边发生一切事、神按时按事成全祷告。 

④ 使用权柄：绝不是观念、应实际运用；如斥责耳边风离 。 

神赐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 28:18》 

从神支取权柄的秘诀是： 

□1 要确认:在基督里,我的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问题都已全部解决了。 

□2 要确定我们的身份和职份、所属和方向，为神的国度及祝福万民而活。 

□3 神的话要成为我一切思想和判断的根据。 

□4 常保守心怀意念，领受圣灵的感动，追求圣灵充满的生活。 

□5 要时常发现神的引导和计画，以感恩喜乐的心顺从，天天与神同行。 

○5 得着基业：享受上面(○1 +○2 +○3 +○4 )的祝福又祝福万民所得着的永远冠冕；是生命的更

新、生命的转植、生命的传承。 

 

3. 领受圣灵的感动来生活 

《约 14:16-26》：「…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

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

且要向他显现。…」 

1) 印记 

《弗 1:13-14》：「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

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就是重生的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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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动 

《约 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

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 16:13》：「只等真理的圣灵

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帖前 5:19》：「不要销灭圣灵的感动。」

唯有重生的人愿意顺从的心时才能得到。 

□1 圣灵的感动是借着神的话而来《约 14:26》 

□2 二十四小时随事随地感动我们《帖前 5:16-19》 

□3 当我有心领受时，祂的感动会更清楚《雅 4:8，太 5:8》 

□4 老我的意念越丢弃(人生目标改换才能正确领受)，圣灵的感动就越明确细密感受

得到《罗 8:5-17》 

□5 圣灵所赐的感动可藉九个果子来确认《加 5:22-23》 

□6 圣灵的感动是越经历越深刻《林前 2:10-16》 

 

4. 得医之后的新生活 – 与主亲密同行及结实累累的生命 

活过来的生命是：看见神的预备及在我生命、生活中已经或正在作的事，以喜乐的

心顺从祂的计划、得着并运用祂的能力、与衪同行而得结实累累的内外在果子。 

基督信仰的三层次： 理性  灵性  感性 

理性层次：只有圣经、有关神的知识，但与个人生命并无连结； 

灵性层次：对灵界的奥秘，天使天军、撒但工作、祷告果效有所理解与体验； 

感性层次：与神建立父子、佳偶、密友关系而亲密同行，自然而然结实累累。 

 

当耳边风痼疾得医、属灵耳垢完全清除后，整个生命复苏、耳朵 通，属灵生命进

入良性循环，能实际相信、享用神应许的同时，在爱里与神 始交通；也随着与神交通

和蒙应允之经历日增，信、望、爱的心也逐渐增长。因对神的话和圣灵的奥秘愈多认识

和经历，我个人的意念、计划和方法也天天被更新而成圣，更多经历二十四小时的生活

现场里蒙受圣灵的引导并结出许多内在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外在的果子也自然结出来（遇见  传福音  门徒  地极：

建立国度） 

 

伍、结论  决断以神的话、应许来除去「耳边风」痼疾 

 

1) 谁都不愿耳边风，却没有能力拒绝；这是撒但 大的诡计。 

2) 神儿女在救恩的起跑点是相同的，因为得救是本乎恩。 

3) 成圣(生命更新)的快慢关乎你所得冠冕(果子)的多寡(成正比)，而成圣的程度却与耳边

风成反比。信主年岁长不一定比刚信主的人多成圣，以利祭司长不比童子撒母耳单纯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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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神的声音。 

4) 神已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包括除去耳边风的权柄)，只要有心愿意顺服神的话，必能借着

主的大能大力胜过撒但的诡计。 

5) 在新约福音书中，主曾经八次语重心长地对门徒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

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但愿我们每一位都决断以神的话、应许来根除耳边风痼疾，成

为 听主话的神儿女。 

 

现在，请各位将眼睛闭上，安静心，好好思想底下几个问题： 

 

祷告题目： 

 

○1 反省自己，是否有「耳边风」的痼疾？有多严重？ 

 

○2 试想：从小至今的经历中，有多少因「耳边风」而吃大亏？对「耳边风」咬牙切齿、深恶

痛绝的程度有多深？ 

 

○3 试想：如果自我来到基督生命堂这几年不「耳边风」，现在的景况会如何？ 

 

○4 你如何决断、用何方法来对付「耳边风」，将它彻底从你生命、生活中斩草除根，全然更

新，来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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