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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4 日週六網絡課室重點內容記錄 

講員: 周牧師     （謙謙的爸記） 

 

禱告: 主耶穌我們感謝祢，給我們有機會來分享祢的話，享受祢的同在。講到與祢連結的重要，與聖

經連結的重要。求主的靈在每一個課室，來做連結的工作。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祢的名聚會，

祢就在我們中間。無論在哪裡，祢都在我們當中，無論在哪裡，奉祢的名，祢就在我們當中，祢在課

室裡，聚會的當中，更在我們心裡，祢已經與我們同在了。我們要奉祢的名聚會，祢的名是以馬內

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每一次我們奉祢的名聚會，祢就與我們同在。賜下簡單的信心，保守

心思意念，都能夠聚焦在祢身上。也賜下能聽的耳朵，能看的眼睛，就是那能聽見聖靈聲音，那能看

見耶穌向我們顯現，用裡面的眼睛能夠看到祢已經與我們同在了，因為祢已經在我們心裡了，也在聚

會的當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一.如何的與主連結 

o 與主連結，因為祂是生命的源頭，祂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祂是使無變有，叫死人復活

的神。意思說，主是無所不能的，在人看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 

o 信耶穌，受洗是不夠的。如果這樣信耶穌，會發現沒有什麼改變，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甚

至於會很累，很辛苦，甚至灰心。最主要的原因, 是沒有和耶穌連上。 

o 必須要跟主連上，與主連結就是與聖靈連結，因為神就是靈，所以拜祂的，與祂連結的，

必須要在靈里和真理的里面。使徒保羅在講到，「主就是那靈」(林後 3:17)；與主連結，

就是與聖靈連結，沒有與聖靈連結，就沒有真正的與主連結。與主連結就是與聖靈連結，

就是與主的靈連結。 

o 要相信主耶穌復活升天，如今祂坐在父神的右邊，得著尊貴榮耀為冠冕了。我們在地上，

主坐在天上，那我們如何和主連結呢？這就是為什麼祂將祂的靈賜給我們。祂創造人的時

候，在人的里面創造了靈，每一個人都有靈魂。與主連結，乃是在他的聖靈裡，也是在我

們的心靈裡與他連結，不是身外，不是頭腦，不是知識，乃是心靈中與主在聖靈中來連

結，這就是與主連結。這是一個基本的真理觀念，要建立起來。 

o 對不講聖靈、不追求聖靈的教會要小心。如果待在這樣的教會裡，領受這樣的教導，就不

會與主連結，不會與聖靈連結；只能夠在聖經的知識裡與主連結，在理性裡與主連結，但

是在心靈裡，不會與主連結。 

o 教會不講聖靈，有一個原因，如看到某些靈恩派的教會，沒有好的生命的見證，導致對聖

靈產生懷疑，有成見。在這光景，接受主，信耶穌，但是沒有領受聖靈。這種的態度，是

因噎廢食，就是連聖經裡面所說的聖靈都不要了。 

o 在五旬節那一天，聖靈降臨，<使徒行傳>第二章，那一天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來，說明

聖靈的降臨就是耶穌復活了，祂在聖靈中來到我們當中，住在我們的里面。祂所以賜下聖

靈來，最主要的目的是祂可以住在我們裡面，祂的靈可以住在我們的里面，我們可以在祂

的靈裡，以我們的心靈與祂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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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在<約翰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樹和枝子的比喻當中，祂說：「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

面。」耶穌所說的里面，就是祂的靈，祂的聖靈，就是住我們的心靈，我們可以在主裡

面，主也可以在我們裡面，乃是藉著聖靈，藉著祂的靈。 

o 聖靈是誰呢？主就是那靈，主耶穌在肉身的時候，說神是靈，這一位是靈的神，住在拿撒

勒人耶穌肉身的當中。我們是血肉之體，但神的靈可以住在我們的里面。神的靈如果住在

我們的里面，我們也在神的靈裡面，我們的心靈也與祂相接好了，才是真的與主連結。主

耶穌用葡萄樹和枝子的比喻告訴我們，就是我們要與生命的源頭連結，枝子必須要在樹

上，才能結果子，單獨的枝子，它裡面沒有生命。神常常用樹來比喻生命，樹是有生命的

植物，枝子如果與樹連上，與生命的源頭連上，它很自然的就結果子。 

o 耶穌為什麼用葡萄樹來做比喻? 因為葡萄結出來的果子，是累累的籽粒和果實，象徵豐

盛。所以祂說: 「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與主連結就是與聖

靈連結，與聖靈連結就是與聖經連結。 

 

二.如何與聖經連結 

o 耶穌用葡萄樹來作比喻，枝子必須連在樹上。這樣講，同時是與聖經連結。什麼時候與聖

經連結呢？就是相信聖經就是神的話，相信聖經是講到生命之道的書；這樣相信和接受的

時候，就與聖經連結了。 

o 在<約翰福音>第十四章，是主耶穌升天以前留給他門徒的一個命令，也是留給所有門徒、

信徒的一個命令:領受聖靈，被聖靈充滿。如果遵從這命令，第一，我們與聖經連結了；第

二，我們領受聖靈，與聖靈連結了；第三，我們與聖靈連結了就是與主連結了。 

o 主就是那靈，耶穌說神就是靈，這兩節的經文是很重要的。有個很嚴重的錯誤的觀念，就

是把神和聖靈分開，把主跟靈,跟聖靈分開了。這是不能分開的。 

o 神是靈，祂是父神，是子神，也是靈神，是三一的神，不是說三位神，是一位神，保羅在

講的很清楚，我們只有一位神(林前 8:6)。 

o 這一位神，祂的名字在舊約叫耶和華，在新約叫耶穌，或是基督。耶和華意思是自有永有

的，昔在今在的，無所不能的，有時候在舊約稱祂是萬軍之耶和華，這說到我們的神，祂

是無所不能，祂不僅是創造萬有，也用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約 1:3)凡是被造的，沒

有一樣不是藉祂所造的，並且祂用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意思說，是祂管理萬有的，這是

耶和華在舊約的名字。在舊約也有稱呼神是以色列的聖者，永生神的靈，都是指著神自己

說的。 

o 在新約，神的名字叫耶穌或者基督。當天使對說童女馬利亞說: 你要從聖靈懷孕(參路 1:29-

35) ，意思是耶穌不是從人來的，祂是從神來的。所以，在<約翰福音>第五、 六、七、八

章裡，都有提到說: 我是從神那裡來的，我是從天上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下頭

來的。要知道是神，道成肉身，祂復活以後回到天上，祂就是神。所以, 父是神，子是

神，聖靈也是神，千萬不要分開。 

o 某些福音派的教會，傳統的教會，不講聖靈的充滿，拒絕聖靈，是不知不覺把聖靈與神、

父、子分開了，這是個非常嚴重的一個錯誤。人有三部分，有靈,魂, 體。靈魂是不太容易

分的清楚，所以一般人相信有靈魂, 外面有一個身子(參帖前 5:23)。如果把靈魂與身子分

開，是很嚴重的一件事。人的靈魂什麼時候與身子分開呢? 就是身子死了，斷氣了，這時

候人的靈魂就離開身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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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會的產生 

o 講到教會，聖經說的很清楚，教會不是一個社團，不是一個宗教的組織，不是任何的一個

人為的組織。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複活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教會的

靈魂就是充滿萬有者的聖靈。 (弗 1:23) 

o 保羅講到，教會是基督的身體的時候，凡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基督身體上的一個肢體，

都是教會的一份子,所以,不可能離開教會,除非離開眾肢體，離開主耶穌。基督身體可以說

是聖靈裡的無形的連結，宇宙性的一個大的身體，身體上的一個肢體，再加上基督身體上

其它的肢體, 都是教會的一部分。 (參林前 12) 

o 保羅指責哥林多教會分門別類的人，說基督是分開的嗎？我們都在基督裡面。可以說在某

某地方聚會，但說那裡是教會，這裡就不是教會，是不符合聖經所說，因為敎會是基督的

身體, 基督是不能分開的。 (參林前 1) 

o 聖靈賜給教會各種的恩賜，來講到教會是怎樣產生的，怎麼來的。就如身子是一個，基督

的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的肢體。有許多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有聚會，有團契，甚至生

活在一起；儘管有許多的肢體，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就是一個教會，一個宇宙性

的教會。儘管在不同的地方，都是基督徒，或者是在一起聚會的基督徒，無論是兩三個、

兩三百個人，都是教會的一部分。 (參林前 12) 

o 主耶穌衪特別的應許說，你們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一起聚會，我就在你們中

間。為什麼呢？兩三個人就是衪身體的一部分，有份於基督，基督就連於這兩三個人當

中。鼓勵在各地有小組聚會，小組聚會最容易與基督連結與主連結。 

o 在操練安靜等候神的時候，聖靈就親自把你們與主的靈連結，慢慢的也帶領你們進入到主

的話，因為聖靈來衪是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聖靈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把我們帶回到

聖經的真理裡面去，使我們與聖經連結。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

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不管是種族文化不同，還是地位

身份不同，不管我們是怎麼樣的背景，我們要成為教會的一部分，就是要受聖靈的洗，要

與聖靈連結。 (參林前 12:13) 

o 保羅說，教會是都從一位聖靈受洗，聖靈只有一位，而在靈裡面成為一個身體。五旬節聖

靈降下，他們都被聖靈充滿；教會的歷史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教會是在五旬節那天產生

的。 (參林前 12:13) 

o 聖靈來了，我們才與主連結，成為基督身體上的一個肢體，就這樣產生教會的。基督的身

體是聖靈的工作，接受聖靈的洗，聖靈裡面大家合而為一。 

o 還有一句很重要，那就是飲於一位聖靈，「飲於」就好像我們喝水，意思是說，我們都從

這一位聖靈來領受。聖靈的恩賜有九種，他講了這九種恩賜，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

意分給各人的。所以, 教會成為一個身子，有許多肢體，飲於一位聖靈。意思說我們所需

要的一切，包括屬靈的恩賜、能力、智慧、愛心、聖潔、公義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需要的

生命，是從這位聖靈來得著，來領受。換句話，聖靈就是生命的源頭，聖靈來了就叫人活

了。 

 

四.教會能力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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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有些聚會已成為一種形式，很枯燥，有時聽道會叫你打盹，有人從講道開始就睡覺，一直

到結束就醒過來，是因為沒有生命的靈。生命的靈能夠叫人活，聖靈是生命的源頭。 

o 讀<創世記>的時候，知道神起初造天地，淵面黑暗，神的靈在水面上運行。講到聖靈的恩

賜時候，這一切都是這一位聖靈的運行，聖靈在教會中衪會運行，在我們的里面的恩膏會

運行，會感動、會運作，因為神的靈在我們的里面。衪會運行，說話，感動，衪會給我們

有感覺，會責備，會光照，我們才知道與主連結，知道主是又真又活的。 

o 網校裡有不少的見證，說我活了，遇見主了, 是因為他給聖靈有機會做工，聖靈是生命的

源頭，賜生命之靈。保羅講到這賜生命的聖靈(羅 8:2)；講到字句是叫人死的，惟有聖靈

（精意）叫人活(林後 3:6)。 

o 單單讀聖經，是一個死的字句。讀經是好的，如果只在字句裡面，不能叫人活，須要聖靈

來了，聖經才變成是㓉的。 

 

五. 與聖經連結的重要 

o 與主連結就是與聖靈連結，與聖靈連結就是與聖經連結。相信聖經就是神的話而接受相信, 

就是與聖經連結，與聖經連結就是與主連結，也是與聖靈連結。 

o 接受聖經裡面所講的聖靈，不要因某些靈恩派，沒有好的見證，就產生一種成見，不知不

覺連聖經裡面所說的聖靈﹐生命之靈都不要了，實在是受了撒但的欺騙，上了魔鬼的大

當， 

o 必須離棄成見與負面的印象。如果領受沒有講聖經真理的牧師和傳道人的話，就是跟錯

人；也就是耶穌所說的，瞎子領瞎子，倆個人都掉在坑里面。當然，衪說這個瞎子指法利

賽人，假冒偽善的宗教領袖，今天在教會裡也有這種情形， 

o 如何知道帶領的人是不是瞎子呢？必須要與聖經連結。與聖經連結了，就不會是瞎子，因

為聖經<詩篇>第 119 篇 105 節告訴我們，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如果沒有神

的話，就在黑暗裡面。 

o 信仰必須要很清楚。信的是聖經所說的，不是牧師傳道人所說的，要追究他們說的是不是

聖經所說的。如果是，才能夠接受；與聖經不符合甚至相反，就不能接受。比如某牧師不

許說方言，而當你被聖靈充滿了，要說方言，他就叫你不要說方言。聖經關於方言的教導, 

最多的是在<哥林多前書>14 章，很清楚有一句話說，不可以禁止說方言，但這個牧師竟然

說你不可說方言，要知道這個牧師所講的話是與聖經相違背的，就不能夠相信。 

o 比如有牧師教導說，信耶穌的時候，你已經有聖靈了，不需要追求聖靈充滿；聖經在哪裡

說的？你因為相信牧師說的沒有錯，就接受了，但是這句話是他的意思，是他對聖經的解

釋。對聖經，人有不同的解釋，很多對聖經的解釋都有人意的摻雜。所以聖經在＜彼後＞

3:16 才警告我們，「他一切的信上所寫的也都是講論這些事（講論主耶穌怎樣再來）。信

中有一些難明白，那無學問而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同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呢，就是自取沉

淪。」 

o 聖經說無學問，不是說沒有念過神學，這裡說的無學問，就是不認識神，不是依靠聖靈明

白聖經，因為聖經的原作者是聖靈。要真正明白聖經的話，需要有聖靈的開啟，有聖靈靈

感，聖靈的啟發，聖靈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才能夠明白聖經的價值。不單單在於它的歷

史，文學，字句；聖經的價值存留到今天差不多四五千年，是世界上最暢銷的一本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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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翻譯成 2500 多種文字，還有那麼多人相信，傳講，接受，在於它的精意, 在於它字句背

後的那個精神，聖靈所帶來的生命的能力。 

 

o 人當以訓誨和法度為標準，訓誨和法度是指著神的話，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以賽亞書 8：

20) 。這個在<詩篇>第 119 篇，大衛講到神的話，用不同的名稱來說明: 神的律例, 典章，

訓誨，祂的法律，祂的話語，祂的言語，法度，法則；這些都是指著神的話，神所說的，

神所吩咐的，神所命令的，總得就是神的話。人當以神的話，法度，律例，典章為標準，

他們所說的若不與此相符，必不得見晨光，就是我們所說的，身為牧師傳道人，所說的如

果與聖經，神的命令，法則不相符的話，神說他們必不得見晨光，就在黑暗裡面，意思說

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是在黑暗中行走，而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 

o <耶利米書>第 8 章，講到離棄神的話，就完全沒有智慧。從第 8 節讀起，你們怎麼說：

“我們有智慧，耶和華的律法在我們這裡？”看哪，文士的假筆舞弄虛假，智慧人慚愧，

驚惶，被擒拿，他們棄掉耶和華的話，心裡還有什麼智慧呢？凡是離開神的話，不講聖

經，沒有智慧。雖然他們是文士，以為有智慧，如果他們離棄神的話，不講聖經，講他們

那一套，哪裡有智慧？是糊塗了，聖經裡教導不要做糊塗人，總要明白主的旨意。要明白

主的旨意，必須要好好讀聖經。 

o <耶利米書>第 26 章: 「神的話一句都不能更改」，這是神吩咐耶利米的。耶和華如此說： 

“你站在耶和華殿的院內，對猶大眾城邑的人，就是到耶和華殿來禮拜的，說我所吩咐你

的一切話，一字不可刪減。” (耶利米書 26：2) 眾城邑是在各地的教會，凡是來聽； 而

「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神所吩咐的話很多記在聖經上，有時候神會讓我們講這一段

聖經，講那一段聖經，神所吩咐我們的一切話，一字不可刪減。 

o 對神的話連解釋都要很小心，如果強解, 難免會加上人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對神的話，

對聖經的態度，明白的就講，不明白的就說不明白。因為神的話不能夠輕易來刪減的，這

裡神吩咐耶利米說：「一個字都不能改。」 

o 主耶穌祂講到論法律，「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

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神的話不

能夠加添什麼，不能刪減什麼。」(太 5：17-18)主耶穌說：“天地可以廢去，我的話不能

廢去。”耶穌在這裡說神的律法一點一畫都不能廢去，都要成就。 <啟示錄>第 22 章, 最後

的一次警告說：“如果有人要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神就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

上”。若有人刪去甚麼, 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 刪去他的份, 那就不得救！ 

六, 與聖經連結的正確態度 

o 對聖經要有對的態度和觀念，讀聖經是來讀神的話，是來到神的面前，因此聖經叫做聖

經，聖書，聖言，因為它不是普通的一本書，是神的吩咐，神的心意，神所講的話，也是

聖靈所啟示的。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 3：16）要記住聖經是神所默示的，這個小字

裡，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意思就是神的靈所啟示，感動人所寫出來的，聖經的原作者就是

聖靈，目的是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就是改正人的錯誤。 

o 為什麼要與聖經連結呢？是來確認我們的信仰是對的，如果有不對的地方，與聖經不符合

的，錯誤的地方要改正，要照著聖經所說的來相信，這就是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學義

最主要就是神所要的樣子。神所要的基督徒，只有照著聖經，才知道神所要的基督徒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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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子。要想到是不是像耶穌那樣謙卑，柔和, 對人有愛，憐憫，赦免？如果常用耶穌好

當一面鏡子，會發現好多時候，我們很多地方不像耶穌。 

o 基督徒乃是基督活在他們裡面的人，並且基督從他們身上逐漸地彰顯出來，表現出來基督

的謙卑，柔和，慈愛，寬恕。如果沒有讓基督的形象、祂的性情在我們的身上逐漸地表達

出來，就是基督教徒，是一個宗教徒，有外在的宗教形式，參與宗教的活動：包括讀經，

禱告，但是基督，祂的性情、祂的榮美，沒有在我們的行事為人上漸漸地表現出來。這就

是一個宗教徒，不是基督徒！ 

o 成為基督徒，必須要與主連結，與主連結必須要領受祂的靈，基督的靈在我們的里面。 

“人如果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羅 8：9)不是屬基督的，就是屬宗教的。屬

基督的人就是基督的靈活在他們裡面，所以要分清楚，我們是什麼？不要只是名義上是基

督徒，實際上是宗教徒，外邦人看基督徒也是宗教徒，外邦人覺得信教的就是教徒。所以, 

我們必須要與聖經連結，聖經使我們歸正，要我們學義，連結到後來，叫屬神的人。我們

這些人都是屬神的兒女，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就是在各方面能夠活出耶穌基督

的形象來，與聖經連結，到了後來，我們就得以完全。 

o 主耶穌說: 「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 5:48) 如何達到完全？首先要與

聖經連結，不斷地被改變，歸正。保羅的說法，就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就是老我越來

越少，而耶穌基督是新人在裡面越來越多。 

o 與聖經連結就是與主連結，與主連結就是與聖靈連結，與聖靈連結就是與神連結，而這三

方的連結，是漸進的，不是一步登天，一朝一夕就達到完全的地步。對聖經的理解，不可

能都明白，而是逐漸的明白，可以說與聖經連結。我讀了六，七十年聖經，還在連結，學

習不斷地有新的亮光，比如我們這週講的與主連結，與聖經連結，與聖靈連結，是最近開

始講，以前沒有這麼說過。 

o 神的話，都是聖靈感動，是聖靈啟示的，它的原作者是聖靈。讀的時候，需要有聖靈的幫

助，從心裡領受，就是與聖經連結，與聖靈連結，因為主就是那靈。讀不懂的時候不要強

解，可以參考人的解經，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從聖靈那裡領受。 

o 在第三個月，第五月的課程，會講如何在讀經的時，跟隨聖靈的帶領，仔細的讀，用心來

讀，可以禱告，禱告就是與聖靈連結。求主讓我明白，求聖靈開我的眼睛，這時候讀，是

跟聖經連結，不明白，來禱告，禱告就是與主連結，與聖靈連結。例如, 讀到聖經裡講到

關於要被聖靈充滿，要受聖靈的洗。從心裡先領受，就與聖經先連結，告訴主：主啊！我

要聖靈的洗，既然聖靈充滿有那麼多的好處，主啊！我要！向主禱告, 主的靈就充滿你。

聖靈是父神所應許的聖靈，神的靈一充滿，就與神又連結了，而且充滿是更多的連結，更

深的連結。有第一次的充滿，再次的充滿，淺的充滿，比較深的充滿，因為主耶穌常常會

帶我們到水深之處。 

o 主耶穌叫門徒把船開到水深之處，有屬靈的意思，我們跟神的關係，我們生命的長進是可

以越來越深的，如果與聖經連結的對，是可以開到水深之處的。如果只是在理性和知識裡

面，來追求聖經，研究聖經，查考聖經，那不夠，沒有與主連結。那是在理性裡面與聖經

連結，在靈性裡面，在心靈裡面沒有與聖經連結，沒有跟神的話連結。 

七. 如何知道與聖經連結 

o 當聖經的話使人的生命有改變，跟神有活潑親密的關係, 這個時候就是與聖經連結了，因

為聖經乃是叫我們與神連結的，達到完全的地步。與聖經連結，會越來越完全。而且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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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到，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祂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

給自己做一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弗 5:26) 。換句

話說，神是用道，用水洗淨教會，洗淨就是改變、純淨的意思，就是用祂的道除淨肉體一

切所有敗壞的，基督的生命漸漸的建立在我們裡面。洗淨是不斷的改變，後來變成榮耀，

聖潔，沒有瑕疵，沒有玷污，沒有一點缺點，就像耶穌那樣的完全。 

o 與聖經連結，是與生命的道連結，與生命之道連結，就是與生命的主連結，與是生命的主

連結，就是與生命的靈，到了後來，我們變成完全。所謂完全，乃是在基督裡完全像祂，

正如(約一 4:17)，祂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門徒到後來，個個都像耶穌，耶穌怎麼

樣，他們也怎麼樣，十二個門徒，除了約翰以外,和那悖逆之子猶大, 其他都是殉道而死

亡，例：彼得是被釘十字架，傳統的說法，他是要求倒釘十字架，還有司提反被人用石頭

打死，最後斷氣之前，他說：“主啊，不要將罪歸到他們身上。”他的禱告跟耶穌在十字

架上,為強盜，為釘祂的人, 所禱告是一樣的，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知道。”我們與主連結，與聖經連結，這連結是漸進的，到了後來，會變成像

耶穌那樣。 

o 追求內在生活是長期的，漸進的路，這是生命的道路。如果是與聖經連結，照著聖經的

話，當然不會錯，這是一條正路，不斷的與聖經連結的話，就不斷地改變。以往所領受錯

誤的信仰學說, 有人意參雜的神學，都要改正，完全回到聖經裡面，就是與聖經有逐漸的

完全的連結。這樣的信仰，道路就是正確的，永遠不會錯。如果這樣做基督徒的話，一定

是越來越喜樂。當人走上了這條內在生活的道路, 找到了多年所尋找的，喜樂、滿足、平

安，服事也輕省，容易了，這就是連結的結果。 

o 無論在哪裡，有二三個人奉主的名聚會，主就在中間。開始的時候，主就與我們同在，一

直都與我們同在，都在對我們說話。如果有一顆能聽的耳朵，就能夠常常在人的話背後，

聽見主的聲音。如何知道這主對你說話呢？聽了這些話，覺得不一樣，你的心被觸動，被

喚醒，受感動的時候，好像是神在對你說的, 也就是神已經給你能聽的耳朵。要忘記是誰

講，誰在這裡講話，講話的人不重要，乃是這個話背後的精義，感動你心的那個地方，是

神，是聖靈所做的。 

八, 親近神,被聖靈充滿 

o 禱告: 讚美主！ (把眼睛閉起來，把手放在心口), 這時候覺得主跟你很近，感謝祂，寶貴

祂。主啊！我謝謝祢！祢一直在跟我們說話，主啊我謝謝祢！祢就在我們裡面，主啊！祢

知道我願意與祢有更深的連結，祢要讓我知道，我與祢的話連結就是與祢連結，與祢連結

就是與聖靈連結，因為祢就是靈，住在我們裡面。你這時可以輕輕的表達你內心對主，無

論是感恩，無論是什麼意思，都可以跟主表達，讓主的同在，在寧靜中的同在，來籠罩你

所坐的地方，來充滿你所坐的屋子裡面。 

 

o 有時我一個人安靜的時候，能夠感受到我的臥室充滿神的同在，這是需要你相信的。與聖

經的連結，就是要相信聖經是神的話，聖經所說的「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如

果你這樣相信，神就在你裡面，祂已經與你親近了。有時候你不一定做很長的禱告，說一

聲“哈利路亞”也很好，或者說“主啊！”，從心裡喊一聲。唱：耶穌，耶穌，最愛救

主，無人無物與祢比擬，祢的笑容是我歡喜，我愛愛你你主。我覺得這時候主好近，祂跟

我們好近，不是地理上的距離，乃是在心裡，在心靈裡主這時候與我們好近，要相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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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你裡面，祂就在你身旁，你可以說：“主啊！充滿我！”有時候聖靈的充滿，是在安

靜中，同在顯得特別濃厚的時候，那就是恩膏，神的靈厚厚的澆灌下來。 

o 唱詩：親近主，親近主，親近主，親近主。在人生孤單的旅程中，懇求主與我同行。 

o 聖經說：「這道離你們不遠，就在你們口裡，在你們心裡。」(羅 10:8)主耶穌也說，我永

遠不離開你，永遠不丟棄你。有時候覺得孤單，要記住耶穌所說的話，祂差遣聖靈來的時

候，祂說，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意思說，我們不再是孤兒，不再孤單了，因為主在我們

裡面。一定要這樣的相信，主就在你裡面。主說我要永遠與你同在，就是這樣保持主的連

結，要相信聖經所說的，你的心馬上來接受，馬上就與主連結上了。 

o 聖靈祂住在我們的里面，相信聖靈已經充滿，祂還要再充滿。聖靈充滿不是一次的經歷，

乃是多次。這樣才能夠更多的被聖靈充滿，隨時可以這樣禱告：主啊！充滿我！求聖靈充

滿的時候，不是求特別的感覺，乃是在信心中來領受，有感覺沒感覺，都要在信心中來接

受，這就是聖靈充滿，有也感謝，沒有也感謝，就是這樣接受，因為神的話祂說是就是，

命立就立，說有就有。耶穌也說，求就得著，尋找就給他尋見，叩門就給他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