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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Guyon(蓋恩夫人) [1648-1717] : Jeanne Marie B. Mothe 

1648 生於法國巴黎以北 50 哩一個小鎮(Montargis)，父母是富有的貴族(aristocracy)，生活浮華，很少注

意兒女的教育。蓋恩夫人 6，7 歲時夢見罪人悲慘的命運，於是敬畏神。許願要為神作一個殉道者(a 

martyr for God) [後竟應驗!] 

她長大後被世界擄去，追求虛榮、美麗，上流社會的生活，許多男仕追求她。1664 她 16 歲在父母安排

下，嫁給非常富有的貴族 Jacques Guyon，比她大 22 歲：無法與丈夫溝通，丈夫也不了解她，加上婆婆

對她逼迫→婚姻家庭生活，非常痛苦。 

傳記：相信是神所安排苦難→煉淨她，對付她驕傲貪愛世界的心… 

苦難一波接一波： 

婚後第二年→生病，險至死 

丈夫財富，極大損失→面臨經濟困境 

妹妹死去，跟著，母親也死去→傷痛 

 

蜜月期 

1668.7.22 奇妙的重生得救經歷 

一位方濟會教士被神感動去探訪她：讓她第一次看見信靠耶穌得救的真理，非靠外面善功、聖禮 

20 歲→得救確據，經歷神心靈醫治，火熱愛主，喜樂無比。每早晨四點起來，禱告親近神：禱告成為她

生命中最大的喜樂。外面還是有苦難，逼迫（丈夫誤會她，婆婆攻擊她）→ 已不再成為她內面的難處

與困擾。 

神繼續用苦難→煉淨 

i). 最自負、矜誇「美麗」「美容」→ 1670.10.4 (22 歲) 得 small-pox 天花 →麻 (馬) 臉“ But the 

devastation without was counterbalance by peace within.” 

ii). 最愛的偶像：可愛小兒子死去→極傷痛→經歷神力量與安慰 

iii). 1672 父親也過世，可愛 3 歲女兒也死去 

iv).1676 唯一依靠丈夫也死去→寡婦（才 28 歲）守寡 41 年，69 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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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淨期 

靈命的經歷：1674-1681，7 年曠野的經歷 → 沒有屬靈的喜樂、平安、亮光，沒有感覺到，享受到神的

同在。唯一所有：一顆信心，憑信心前走 

神用神父 Father La Combe 復興蓋恩夫人。藉通信，La Combe 讓她看見，她這一段曠野的經歷，靈裏黑

暗的經歷，並非神離棄她、撇棄她。乃是神在釘她十字架，釘死她的老我(self life)，好進入榮耀的生

命。 

 (如當主被釘十字架，主呼喊〝父啊！為甚麼離棄我？〞父神的離棄，肉體的死亡，帶來主榮耀的復活

與得勝。) 

經歷：黎明前的黑暗與曠野經歷：魂，肉體釘死→靈被釋放，靈裏進入豐盛生命。 

1680. 7.22 與神父 Father La Combe 約好，在當天一起禁食禱告→得復興 

“靈裏的黑雲被挪去，神的榮光透射充滿我靈魂！”一切的苦難是神化裝好的祝福 

是一條黑暗的隧道(dark tunnel)，是通過眾山難阻的『捷徑』(Short cut)，得以進入神祝福的山谷（屬靈

的高原） 

 

                                Spiritual plateau 

                          

                          

            

 dark tunnel 

   →苦難更是神的「火車火馬」(God’s Chariots)把她帶上屬靈的天堂 

    →苦難是「火」，使器皿被煉淨→成為主完全的居所 

見證：前經歷喜樂、平安，後黑暗，再復興 

   前後有甚麼不同？ 

前是得著主的平安，主的安慰→今得著賜平安的主自己，賜安慰的主自己，與主聯合，與主的旨

意聯合。 

“ Deeper Experience of Famous Christian.” J. GilChrist Lawson，P102 

(I was brought into such harmony with the will of God, that I might now be said to posses not merely 

consolation, but the God of consolation; not merely peace, but the God of peace.) 

 

蓋恩夫人得復興，得著主同在的享受、甘甜→大有能力在法國各地帶下復興，使許多人清楚重生得救，

使許多人進入內在禱告的生活，脫離世俗，過聖潔的生活。→影響 Fenelon 主教，進入內在安靜禱告的

生活。 

引起的復興，震動太大 → 屬世的神父，主教受不了 → 逼迫   

1685 出版“Short & very easy Method of Prayer”1688 年被抓入監，8 個月後被人擔保出來。 

1695-1702 年再次入獄，1702 被放逐到 Blois，到 1717 年死在異地，享年 69 歲。 

“Her sole crime was loving God”被盬禁，不是她真有甚麼罪，她唯一的罪名，就是她太愛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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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ritual teachings: 

“A Short & very easy method of Prayer”為甚麼要禱告？甚麼是禱告？如何禱告？ 

Why Prayer? 

Prayer is the key to knowing God.（認識神、經歷神唯一的途徑）（.路 3：21-22，9：28-29） 

Prayer：經歷神同在與喜樂、平安。禱告與主聯合→得著成聖的能力 

(Inward holiness is the true regular of the outward life)  

(The more your heart centered upon God the more He cleanses it.) 

What? 甚麼是禱告？ 

禱告乃是心裏、靈與神愛裏的聯合。 

禱告乃是經歷神，享受神的同在。 

禱告乃是與神相遇 

How? 

第一步：禱讀（聖經）→在神話語裏與神靈交 

第二步：心默默無聲專等候神(詩 62:1)，等候在主的面前，看見主在你裏面的同在 (Simply admit His 

presence into your heart), 用時間等候在主的面前，愛慕祂、仰望祂。〝獻心即獻禱〞→ 心願遵主旨意

而行，全人投於主懷，完全依靠祂，完全放下自己(self-abandonment) (Total dependence on God)→每時

刻靈裏活在主面前，進入「不住禱告」的經歷。 

    →主是你禱告的對象，更是你唯一禱告的內容。→歡迎祂在你裏面，靜聽祂。 

 

 “The Song of the Bride”（雅歌書注釋） 

前言：人說：〝只能知道神，不能感受神、經歷神、摸到神。〞蓋恩夫人：〝能〞你的「靈」能夠被神

的靈深深的觸摸並與神的靈聯合。當你接待主耶穌，你得所需要的一切，因在你心裏的基督滿有神一

切的豐富（西 2:9）靈性生活的追求乃是追求被主耶穌更完全的得著擁有，你更完全的得著基督，享

受基督（羅 5:11b） 

信主時你已經與主聯合→要進入更深的聯合，主要不斷在你生命中作工，使你能越來越合乎主所生的

(fitted for Himself)，更合適完全的屬於祂，使祂能更完全的彰顯祂同在的豐富與榮美。(This fitting 

process takes a long time & must occur before God fully communicate Himself to you) → 完全的與主聯合

乃是你最終的目標(final destination) 

與主聯合乃神的創造與心意： 

神創造人，成為有「靈」的活人。神使我們的「靈魂」甦醒。 

靈與神的靈聯合（婚合）marriage union。神在我們裏面 

 

 雅歌注釋（共 8 章） 

1:2〝願他用口與我親嘴〞 

親嘴代表? 愛的結合：彼此連結溶合，心心相印，永不分離。 

愛的享受：滿足、喜樂 

愛的委身：表明不變的愛─永遠的愛（愛定對方）→定情之舉動 

愛的強烈：刻骨銘心 

信主時便與主聯合(in Christ)，並不是一種親密的聯合、愛的聯合。只是訂婚(engagement)，彼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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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卻不是「結婚」(marriage)。親密合一的關係 

信徒經歷“主用口與我親嘴”表示 

→ spiritual marriage，與主心心相印，在愛裏與主緊密聯合。 

→享受到主愛的長闊高深，滿足喜樂 

→享受到主愛不斷的洗灌(deep & lasting union)：不是短暫幾小時的聯合，乃是湧流不斷的聯合，在

任何情況、環境、苦難，靈裏仍不斷享受著這種聯合，在主不斷愛的懷抱裏面而且是那麼強烈，澎

湃充滿，波濤洶湧。 

→同樣，你也是強烈的愛著主，不斷的愛著主，委身不變的愛著主。 

→spiritual kiss (Wedding)境界：完全被主所得著，你也完全的得著主（歌 2:16a）。 

→Kiss 是雅歌書愛情追求的目標。最高屬靈的境界。 

代表完全愛的聯合→完全的滿足、喜樂、安息。 

為什麼愛慕主與我親嘴，願委身，完全與主聯合，單愛祂，屬於祂？ 

1:2b “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1:3   “你的膏油馨香” 

酒→強烈有力、興奮、歡樂。 膏油→馨香，使人舒暢，心曠神怡。 →醫治傷口 

與主愛的聯合，祂的愛→滿有力量、興奮、歡樂。 身心舒暢，心靈傷口得醫治(heals every inward 

wound) 

與主「愛吻」的經歷，進入屬靈婚娶。要經過許多步驟、熬煉，才得 Sp. Kiss 進入屬靈婚娶 

v.3 “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主的名→代表恩愛的主、恩典的主，主自己

→如同倒出來的香膏那麼的馨香可愛(lovely)。 

主的愛如同香膏膏抹身上，滲透(penetrates)全身全人。整個人、整生命滲透充滿主愛。(.每細胞都滲

透充滿主愛)，整個靈充滿主愛。主自己、主的愛如同「倒出」來(poured forth)的香膏，主自己、主

的愛「倒進」(pours)你的生命裏面，靈裏 anointing。在靈裏充滿主愛、充滿喜樂→是喜樂的膏油，

如同父 which is the same 用喜樂油膏主耶穌一樣的膏油(詩 45:7，香膏 聖靈 徒 2:38) 

“ 願你吸引我(draw me)，我們就快跑跟隨你。“ 

Draw me, we will run after you to the fragrance of your perfume. 

主的新婦（童女）不滿足於外在感觀的經歷、魂裏感情的經歷，她向主呼喊，要進深，求主吸引牽

引她進入靈裏的深處(drawn to her Bridegroom from deep within her spirit)，在她生命的內室與主靈

交。 

快跑的跟隨主(run after Him)：主在那裏？在心靈的內室(inner chamber)：回轉，跑向裏面心靈的

主。 

每一步的跑向進深，都有主的「香氣」(fragrance)吸引引導，越親近主越馨香。→使靈裏更新，得

勝肉體，使→ to desire inward prayer. 

v.4 〝王帶我進入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他們愛你是

理所當然的。〞當「快跑」→願放下一切，追求主（不追求恩賜），跟隨主→主帶你進入「內室」，

與你有面對面親密的靈交。 

詩 105:4 恩賜能力只主臉上所發的光輝，要尋求祂的「臉」，他自己。 

v.5  〝我雖然黑，卻是秀美，如同基達的帳棚，好像所羅門的幔子〞→與主深入靈交，在主光中看

見自己的黑：罪性「黑暗」、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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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但你「裏面」卻是秀美(beautiful)，∵內面有主的同在，有一顆屬主愛主的靈 

秀美：乃是因主的作為使你秀美，不是按你的本相秀美，乃在主的眼中，看為秀美，因有主內住→

秀美 

所羅門的幔子喻表我們外在的肉身人性部份。幔子裏隱藏著主的榮光、主的同在    

                             靈 

                               

 

                               幔子 

 
                                        
                             

                             

 

v.6 〝因日頭把我曬黑…〞 

曬黑與天然的黑（罪性）不同，黑：是從主的日頭光照而產生一種曬黑→生命的改變，曬去外在虛

華的外在美→得著內在美（i.e.健康的膚色） 

改變→遭同伴發怒→看守別人的葡萄園，只看顧外在人事物(attend to outward & external things) 

→慢慢忽略自已「內在」的葡萄園，心園的需要 

 

v.7 〝…告訴我你在何處牧羊，晌午在何處使羊歇臥〞 

在尋找靈魂的牧人，靈魂的安息。在尋找，在流浪(wandering) 

原因：只聽人的聲音、人的方法、人的領導，帶領你的人卻沒有向世界死，向自己死，好讓主在你

裏面活(deny themselves so that Christ might live in them) 

 

v.8 新郎回答：〝…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隨…〞KJV “ If you know not…go forth you way…” 

新婦的問題是甚麼？她不知道，不真認識主的豐富寶貴。 

先認識自己的「一無所有，一無所是」(You must see your nothingness before to His everything) 

(腓 3:7-9)(啟 3:17) 

 

如何走出來 (“Go forth”，“Go out”)？ 

走出你「自己」，「世界」，「事與人」 “Let go of yourself ”不求自我的滿足，從世界、從事、從別人

來的滿足、快樂。 

To where? 

在完全自我放下，let go，放下自我天然本性(self-nature)→看見、經歷主一切的豐盛 

by an absolute self-surrender where you will find that He is all & in all)(西 1:17)→進入內在生活的豐富 

“Go forth toward an inward course of faith.” 

屬靈的跟隨(spiritual go forth) 

also 平常的跟隨，生活的跟隨 

跟隨羊群的腳蹤→也要跟隨平常生活的責任， 牧羊，幹活 

    internal go forth 

聖靈的殿 至 
聖 
所 

 
 

聖 
所                         

魂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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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kinds   

external go forth 

 

v.9 〝…駿馬…〞非描寫她如駿馬佳美，乃如駿馬：快馬飛奔，不停的奔向她的主，她所愛的神 

v.10 〝兩腮因髮辮而秀美…頸項因珠串而華美〞  兩方都有：秀美！ 

           外在的生活 

兩腮→兩方面的生活   內在的生活（靈裏的生活） 
 

KJV chains of gold 

金→王族，王權；Chain 鍊子→牽制管治。頸項因金鍊子而華麗(不像以色列人硬著頸項，書拉密女

頸項帶上主的金鍊子，願被主的愛套上，完全的順服主愛主) 
 

v.12 〝王正坐席的時候，我的哪噠香膏發出香味〞 

「王」：耶穌不單成為我們的救主，成為我們所愛的，更要成為我們的王：順服祂、聽從祂、服事

祂，接受祂管治。讓主你的王，在你生命的中心，深處「坐席」，在你的靈裏享受你與主，主與你

一同坐席的喜樂。有經歷→生命像哪噠香膏發出香味 
 

v.13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袋沒藥，常在我懷中〞 

沒藥代表受苦、苦難。以主為釘十架受苦的主，將主受苦大愛，願與主同受苦受難的心志，常放在

懷中→願為主受苦（i.e.腓 1:29，3:10，彼前 2:21，4:13） 

主是沒藥，十字架，愛祂就是愛十字架。 

Here is the Well-Beloved coming to you in the shape of the cross.  

當你懷抱十字架受苦，就是懷抱著耶穌，越與主親密。外面        

十字架越重，苦難越大→內面主越彰顯祂自己，裏面主同在                                     

的真實更深入。 

He is never more present to you than in those seasons of bitterness                          when He 

dwells deeply in your spirit. 
 

v.15 〝你甚美麗…你的眼好像鴿子眼〞 

   得主稱讚：你甚美麗。兩方面的美麗：外在的美→外在言語行為的美， 

 內在的美→內在與主聯合的美(愛主專一的美) 

「鴿子眼」什麼意思？ 

鴿子特性：男鴿子、女鴿子結合，終身不改，就算對方死了亦不另結新歡：十分專情 

為甚麼主誇讚？兩次：你甚美麗 

因為她像鴿子專情愛主。有鴿子眼：眼中永遠只有主，只看主別無他愛他想。 
 

v.16 〝我的良人哪，你甚美麗可愛…我們以青草為 榻〞 

得主稱讚，深感不配，把稱讚還予主，惟有主真是配。祂是萬福眾美的源頭。我的一切的美好、美

麗乃從主的美好、美麗而來。把榮耀歸給主。榻→指內在的榻(inner bed)，主耶穌住歇在我(你)們裏

面，你也得著內在的安息，安息在主的懷抱裏，心連心，手連手，緊密的靈交。 

青草→Flowers 外面有美德的花朵圍繞→靈裏馨香喜樂 

 

Cross is the key to open 

up one’s inner life  

(with Christ) 

內有主的同住 

外有美行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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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7 〝以香柏樹為房屋的棟樑，以松樹為椽子〞 

內在的「房子」：有棟樑；椽子 → 被穩固的建造。棟樑、椽子：木材：無生命，不會長→死→老

我的死，死透才不會復活，內在生活才穩固、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