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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林諾 Michael Molinos(1628-1697) 

 麥可 莫林諾 Michael Molinos：Spanish mystics(1640-97)，生於西班牙，Saragossa 貴族，monk & 神

學博士。1699 到羅馬教導，在貴族極有影響力。1675 出版 The Spiritual Guide，6 年內再版 20 次，

義大利文翻譯成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影響蓋恩夫人。 

 有深入神學知識之裝備，擁有神學博士學位，成為神父(Priest)，1663 年在羅馬事奉。1675 出版

“Spiritual Guide”一書，家喻戶曉，被眾人尊敬，更是教皇 Pope Innocent XI 之好友。 

 教導：靈、魂、體三方面，靈裏與主相交之重要性與唯一性，魂的感情、意志、思想，肉體都不重

要，都該放下，惟在『靈裏』(生命之內室，至聖所)安靜仰望神、經歷神 → 稱『安靜主義』

(Quietism)  

 教導被人錯誤(非常極端)應用 → 修女不唸玫瑰經，不告解，不要聖像(icons)、不作工，只安靜等

候。甚至傳說一些神父以魂裏的感情，情慾，肉體之私慾，為世俗小學，而一無禁忌，犯了清規。

1685 被抓拿下獄，定為異端，被判終生監禁。其教導對天主教有極大影響。      

 

“The Spiritual Guide” 

第一章 兩種的禱告 

(1)思想式的禱告：禱告思想神，頌禱神的大恩、大德、大功、屬性與工作。 

Mental discourse with God 

Rational prayer 

(2)注（凝）視式的禱告 

“注視祂的面龐，渴慕祂的同在”(fixes his attention on the face of his Lord”) 

→不是 “thinks upon God”，乃是 “beholds Him”完全安息，放下一切思想，在靈裏定睛在主身上。

 →注視祂、愛祂(A simple vision of God, seeing Him & loving Him) 

→整個思想(mind)，停住在主同在的寧靜中。  (The mind is calm in the Divine presence) 

→放下一切（不顧一切），把整個人（身體靈魂）完全投身在主愛的懷抱裏。 

 (Cast yourself into the bosom of a loving God) 
 

對主作愛的澆灌，比一切外面的工作事奉，更滿足主的心，是更有效，更有價值的事奉(可 14:3-9，

林前 8：3) 

我們對神知祂少，卻能愛祂多。 (知者有限，愛者無窮；知乃部份，卻能以生命全部愛祂） 

(參可 12: 30) →結 36: 26 新心＝新靈，盡心(heart, spirit)，性(soul)，意(mind)，力(body strength)。 

 

在那裏可得著對神的親近、敬拜呢？ 

(i.e.Jn4 撒瑪利亞婦人：敬拜神的地方是在這山，還是在耶路撒冷)，(如禱告山，教堂聖殿…)(約 4: 

24 worship in your spirit & in truth)；答案：在你靈裏，內在的深處，專注在裏面靈裏的深處，與主相

遇，你與主，主與你，全宇宙像只有主與你，一無旁物(There, drawn into that place, the believe hears & 

talks with God alone. It is as though they were the only two things existing in all creation.) 

 

第三章 內在的城堡(An Inward, invincible Fortress) 

信徒內在的「靈」「心」是神的國度，神的居所，是神的殿(路 17:21，林前 6:19，箴 8:12) ，有神的寶

座，有神的同在。是攻不倒的城堡，不論外面有多大的風波，多大的攻擊與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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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裏面靈裏的城堡，這神聖的城堡，滿有神同在的城堡，在權能者翅膀蔭下(詩 57:1)，得著平安、保

護、安息。 

得勝秘訣：不是對外反攻，對外有所行動→乃回到裏面，尋求主的面（return to His face），回到裏面，

尋求主的寶座（return to His rich throne）； 當外面是大有風暴，安靜、默默守在(住)裏面。外面有試探

→藏在裏面卻得著力量抵擋；外面有戰爭→回到裏面卻有平安；外面有黑暗→回到裏面卻有光明；外面

有傷害→回到裏面卻有醫治。 

 

進入內在生活的困難與失敗： 

花了許多時間等候，沒有甚麼得著、進展、甚至混亂，Don’t stop! 憑信心繼續操練：憑信心進入神的同

在，憑信心仰望祂、愛祂。→像小孩子在愛裏投身在母親懷抱，同樣把自己投身在主愛懷抱裏，像小孩

子（謙卑單純）來到主的面前(路 18:17)，像乞丐(beggar)一無所有，極端貧窮，來到主的面前(太 5:3)。

不靠肉體五觀感觀感受神、思想神，只在「靈裏」默默無聲的專仰望神(dying to self & all your national 

efforts to know him.)，take times：像種子埋在地裏，等春天來→發芽成長 

 

只知在許多外面的努力，活動尋找神，卻不知在靈裏尋找神，與神相遇。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徒 17:27 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裏面就是神的居所，神的殿。 

只知道工作，事奉祂 // 卻不知道享受祂，少五觀物慾 → 更能專注在「靈裏」尋求神，經歷神。 

兩種屬靈的經歷 

1st ：初步的，入門的 

充滿喜樂，亮光，愛。許多五觀能感受之屬靈經歷 → 興奮 ( physical, emotional, intellectual ) 

2nd  進深：(曠野) 得著我們( gain us)  // 煉淨(purify us)，小孩 // 成人，進入「曠野」，曠野的經歷(太

4:1-6)：枯乾、痛苦、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祝福、照顧…使我們不憑五官感受，不看外在，不再在意五

官環境享受，進入 → 裏面靈裏的追求與享受。 

曠野的洗禮 → 更新，除去五官環境物慾的捆綁纏累 

 

Two Devotions（靈修） 

(1) rational, emotional 有歡樂，甚至有眼淚 

屬魂、屬肉體、屬知性、感官的靈修 

(2) 內在、靈裏的靈修：單單用「靈」親近，認識祂 

   注視祂、仰望祂（沒有心思，也不在乎肉體的感覺）， 

   不停留在魂樂、體樂、魂覺、體覺上與神交通 

 進入 → 靈交、靈覺、靈樂 

                                                      

Two kinds of darkness 

(1) Unhappy darkness：罪帶來的黑暗、靈性的黑暗、生活的黑暗困難 

(2) Happy darkness ：神把外面的喜樂亮光拿走， 

→ 尋找體會靈裏的喜樂與亮光 （i.e.蔡蘇娟） 

No natural light, delight // God be your light & delight 

No senses  // only spirit to sense God 

 

 

old way:                                       →dark channel─── 

go in cycle               →walk by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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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20 年魂的對付，大腿窩被挨一把 → 瘸腿)   (摩西，約瑟)          

（哈 3:17-19）                

 

 

失去屬靈的興趣 ( Loss of spiritual infect ) 

靈性低潮、軟弱、失去屬靈追求興趣                  

 →認識自己的軟弱 

  一無所有，一無可誇， 

  一無所能，一無所是，          

 →唯靠主施恩憐憫，唯依靠主恩            

 

第十一章 試探 

沒有試探，試煉才是最大的試探 

學會如何面對「試探」 

→ 退回到靈裏面，住在主面前 

  (With resignation, peace & consistency … abide. There, in internal regions, walk & live.) 

 在你靈裏的最深處仰望凝視主 

(Behold Him in the most inward recess of your spirit) 

面對仇敵攻擊退住到靈裏，親近仰望主，比外面千萬的努力與抗爭更有能力。 

(With drawn into his inward parts makes a greater war against the enemy than a thousand whose walk is 

external.) 

花時候等候，像一無所得著，雖一段時候（日子）一無所得…至終卻是「得著基督自己」 

像雇工一天工作，得著了主人的工錢，作兒子的一天勞苦，卻是一無所得，但到豐收時，卻是能得著一

切。 

 

第十二章 尋求自己還是尋主自己 

問題：神愛怎樣的基督徒？ 

不是有許多工作事奉的信徒；不是有許多經歷…很會思想、很聰明…；也不是愛主大發熱心…，乃是那

愛主，為主受苦的信徒（林前 8:3，如中國的基督徒） 

求感動、感覺、求亮光，常是一種「愛己」的追求，非真正為「愛主」的追求。 

越追求肉體與魂裏的感覺… → 越少得著靈裏與主同在的喜樂 

 

第十四章  

With the eyes of faith the spirit within you sees God, believes in Him & stands in His presence…your 

spirit knows He is there. You arrive there by means of an act of faith & by a perfect resignation on your 

part as you wait in His presence. 

 

第十七章 三種的靜默： 

話語的靜默 → 得美德 

慾望的靜默 → 得安靜 

思想的靜默 → 進入到生命的最深處，就是基督內住的地方。 

在這生命的內室，神與我們的靈團契交通，在這一切的靜默中，在靈裏聰明聽見主的聲音。 

在生命內室與主的靈交 → 產生靈裏真實的更新（transformation into Himself） 

（i.e. inner man 一天新似一天）林後 4:16 

revival 

Depression 

（先低而後能跳高） 

Humble，無有      有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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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種的靜默 → 完全的安息 

 

第二十章 靈魂的煉淨 

二種途徑：1. 苦難的煉淨 

2. 愛火的煉淨：愛火裏，飢渴的要神 

一切的啟示亮光，對神的經歷、從苦難、從為主（愛主）受苦而來。 

曠野的經歷，像被神離棄時候。往往是你生命中最靠近神的時候。 

 

 

第二十三章 靜默（solitude） 

二種：1. 外面的靜默：話語的靜默 

   2. 裏面的靜默 (inner solitude) ：無思無慮，靈裏默默無聲等候神，安息在主懷裏。 

倒空一切 → 主以自己來充滿 

赤裸無衣（思想感情的外衣）→ 主為你穿上亮光與愛的衣袍 

在單獨獨處中 → 主來與你聯合 → 更新改變你(transform) 

放下那受造之物 → 得著那創造之主 creation→ creator 

 

第二十六章 走內在生活的道路 

五步： 

被光照：愛慕神的愛火，在靈裏焚燒→燒燼一切悲情下品，燒乾(driver up)一切對世界的愛慕。 

內在恩膏：聖靈像流質澆灌湧流在信徒裏面帶來恩膏的教訓，更深明白主自己、主的旨意。 

湧逸出一種屬天的喜樂 （約壹 2:27，約 7:38）恩膏教訓         住在主裏 

裡面的人(inner man)、屬靈人(spiritual man)的成長： 

靈（生命，能力）grow stronger > 魂 > 體 (林後 4:16) 

Inner man stronger than outer man 

一股愛的泉源從裏面湧流而出。 

亮光：聖靈內住充滿在「靈裏」，常賜下話語亮光（徒 4:31） 

平安、安靜：在靈裏得勝了一切外面的攻擊，軟弱得勝的喜樂、平安。 

完全的安息，安息在主神聖的愛的懷抱裏。 

 

第二十八章 你生命的「內室」，乃是主的「天堂」 (paradise)  

Outward man // inner man 

 scientific man // spiritual man 

知識人、理性人 // 對神有靈裏的經歷、知覺、看見 

判斷的人 ( making judgments ) 

要 “balanced” 

要多作「學」者( learner )，少作「學者」 ( scholar ) 

第二十九章 不要只求知識 

那不領人經歷神的知識是地獄的知識。 

神學家們！放下複雜的神學理論。 

以簡單、單純的心，來到主面前，仰望主的榮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