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7/2017網絡課堂筆記重點   
講員：周牧師 

上海楊姐妹記 
o 歡迎分散在各地的358個課室里1600多位學員。 
o 感謝各地近50位督導或輔導的弟兄和姐妹，和其他負責網校報名行政工作的

弟兄姐妹，主必記念並賞賜你們在愛里付出的勞苦。 
o JMI網校介紹 

o JMI網校的特點之一是注重內在的生命；不重於傳遞知識，乃重於傳

遞生命。 
o 主耶穌的教訓都是生命之道，祂所講的乃是神的生命可以從人的裡面

活出來。 
o 耶穌來到地上，不僅是傳道、醫病、趕鬼、為我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

上，祂來的最重要表明和意義在於：神在祂的裡面，祂也在神的裡面；

神的靈、神的生命在祂裡面，祂也在神的裡面。所以，祂所說、所行

的與眾不同。祂所講的很簡單卻是很深的道理，而這些道理不是空洞

的理論，乃是生命之道──神的生命從人的身上彰顯出來。 
o 對基督徒來說，信耶穌是相信這位生命的主、復活的主進到我們的心

裡面，成為我們的生命；但是這個生命如同新生的嬰兒一樣，需要時

間成型、成長，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也需要時間成長。（見弗4:13
） 

o 網校不僅有上課還會有操練的時間（上一期網校是3個月一學期，這

期網校一學期是6個月）： 
§ 因為內在生命的建造是需要時間的，是我們這一生都要學習的；

而內在的生活過得如何，決定了我們做基督徒是否能夠成功（

愉快、滿足、有內容、滿了喜樂和平安）。 
§ 如果我們注重內在生命的培養，我們的生命和生活一定會越來

越好，這是我信主近七十年的經驗。 
o 學員應有的正確心態： 

§ 不是用頭腦來吸收一些知識，乃是用心來接受主的生命之道。 
§ 渴慕主、愛慕主，要更多認識祂、要得著祂，要經歷祂，要得

著祂成為你屬靈的產業。 
§ 如果你得著耶穌為你屬靈的產業（豐富），你的日子就會過得

越來越快樂，越來越滿足，即使你的物質條件很差，仍然能過

得非常的富足和滿足，甚至超過那些物質富足的人，牧師自己

沒有錢，可是卻常常覺得自己比好多有錢人更富有，因為基督

在他的裡面。 
§ 牧師分享：「我可以保證，如果你繼續在網校學習下去，並且

關注我們的特會、網站、各種錄音、書籍，並不斷吸收，你一

定會越來越富足的。」 
o 網校的兩個重點： 

o 第一，與主連結 



§ 因為主是創造一切的主，萬物都是從祂而來，祂是使無變有，

使死人復活的主。 
§ 如果和主連上了，就什麼都不缺少了，正如大衛所說：「耶和

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23:1），「耶和華是我的

產業，是我杯中的份」（詩16:5）。 
§ 如果你帶著一個要與主連結的渴慕，甚至在上課之前早點來到

課室安靜下來，就可以先和主連結起來。 
§ 怎麼與主連結呢？《雅各書》4:8上：「你們親近 神， 神

就必親近你們。」你不要和別人閒談，而是坐下來，把眼睛閉

起來，想到這節經文，就把心安靜下來，用心來親近神。 
§ 親近神，是我們需要一生一世都要來注意操練的，不是一次成

功了就永遠連上了，因為我們的心常常會想東想西，所以需要

不斷地操練。 
§ 與主連結就是與聖靈連結。《約翰福音》4:24說：「神是個靈

（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可見不

是用頭腦和理性來拜我們的神，而是要用心，神喜歡並尋找用

心來敬拜祂的人。那些有口無心的、只有外面的形式沒有內在

的實際的，「拜我也是枉然」（可7:7），是不被悅納的。所

以，無論我們做任何服事，如果沒有內在實際的內容，全部都

是白做的。 
§ 基督徒和基督教徒的差別：基督教徒只有外在的宗教的做法和

活動，包括讀經和禱告，而沒有基督的生命作他的內容，基督

的生命也沒有從他的裡面活出來；而基督徒是有內在實際內容

的──他所敬拜的神就在他的裡面，他所說、所相信的聖靈就

住在他的裡面。 
§ 簡單而言，基督徒就是復活的基督活在他的裡面，是基督復活

的生命從這個信耶穌的人的生活中、行事為人中活出來了、彰

顯出來了。今天上課的學員們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你是基督

徒，還是基督教徒？ 
§ 聖潔、公義、謙卑、柔和、慈愛、憐憫都是耶穌基督生命的特

性。當基督的某些生命特性在基督徒身上開始彰顯的時候，這

個人就會有改變，就會和原來有所不同，如：說話也不那麼隨

便了，脾氣也不那麼急躁了。 
§ 祂是生命的主，祂是永生的主，祂進到我們裡面我們才能被改

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內在生活。 
§ 《林後》3:17說：「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

自由。」保羅在這所說「自由」的意思就是從罪裡面得著自由

，從疾病裡面得著醫治，從那些捆綁我們的嗜好、怪癖裡面得

自由。換句話說，我們如果與主連上（與聖靈連上），我們的

問題就能夠一一地得到解決。 
§ 與主連結極其重要。與主連結就是與生命連結，「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就是說明主是叫我們活著的，而且祂的生命是活到永

永遠遠的。 
§ 可是我們卻太忽略與主的生命連結了！也許你信了主，甚至做

了傳道，那麼我要問，你與這位主連結了沒有？你與這位活水

的泉源、萬福的源頭、能力智慧的來源有沒有連在一起？如果

沒有，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做！也許你傳道給別人，別人接受

了，也與主連結了，而你自己反倒被丟棄了，失去了這個福分

。所以保羅勉勵我們都要來跑，盡力地跑，為了要得獎賞。（

見西3:4、林前9:27、林前9:24） 
§ 這條內在生活的路必須要一起來走，起碼是一個小組，切忌孤

單、個別、單獨。你如果想要單獨地做基督徒，單獨地屬靈，

你以為你個人靈修、安靜等候神就可以越來越屬靈，這是非常

危險的，如同羊必須和羊群在一起，否則很容易被狼吃掉一樣

。所以主也用羊比我們，把祂自己比作好牧人，為羊捨命。 
§ 主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

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約

10:16）。意思就是，還有好多的羊沒有與祂連上、沒有與聖

靈連上、沒有讓神藉著聖靈住在他的裡面，這個「圈」就是祂

的靈、祂的自己裡面。 
§ 現在好多基督徒只注重屬於這個會、那個會，這個堂、那個堂

；然而，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屬於基督，你要與主

連上。 
§ 保羅在《羅》8:9說「 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

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和基督的靈連上的話，這個人就

不是屬基督的，只要你不是屬基督的，不管你是屬於什麼會都

沒有用，所以你必須要與主連上！ 
§ 基督徒不快樂、問題很多，特別是夫妻關係不好多年沒有改變

的，原因就在於沒有與主連結，即使連結了，也連結得不夠。 
§ 我們所說的與主連結，應該是越來越深的，越來越緊密的，越

來越完全的，以致到了後來我們這個人被改變得像耶穌那樣，

任何人都可以愛、任何人都可以原諒、任何人都可以相處、任

何的權柄都能夠服。 
§ 與主連結更深的含義就是變化，越來越像主。 
§ 每一次我們講到主、神、耶和華、耶穌、基督、聖靈，都是這

一位神，當我們講到聖靈的時候要記得，聖靈就是神，耶穌說

：「神是個靈」（約4:24）。 
§ 而耶穌來到地上是神在肉身顯現，或者說是神的化身，祂的目

的是不僅解決我們罪的問題，更是要住在我們的裡面（我們雖

然是人，但是神可以住在我們裡面，我們也可以住在神裡面）

，如果你與神連結，將來就會變得像耶穌那樣，這就是耶穌來



到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和意義。 
§ 不能只滿足於罪得赦免──千分之一的福音。當我們講到福音

就是講到耶穌基督祂所作、所說、所成就、所有的，「神本性

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得

了豐盛」（西2:9-10）；這是福音的全部，卻被很多基督徒所

忽略了。 
o 第二，與聖經連結 

§ 神的話不是道理，乃是生命。「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

上的光」（詩119:105）。這話的意思是，如果沒有聖經，我

們走的路都是錯誤的、黑暗的，我們的信仰都是不對的；如果

不是照著聖經，我們的信仰都是有問題的，或許是錯誤的，或

許是片段的。 
§ 很多基督徒信耶穌只是聽別人講，自己很少查考聖經。完全受

傳道人所講的對、錯、多、少的影響。保羅在《使徒行傳》

20:20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說：關於神的旨意我沒有一樣避諱

不說的，如果你們中間還有人滅亡，那個罪就不在我身上了。

所以我們當中做傳道的人，要向神、向人負責，如果講的不對

，就誤人子弟；如果講的不完全，就虧欠人；如果把神的話更

改了，就自取滅亡。 
§ 更改神的話的例子： 

• 同性戀合法化 
• 財富福音——只講神的祝福，不講神在人生命中地改變

工作；只講享樂，不講被十字架、捨己。 
§ 十字架不是不好而是更好，它是能把我們引進榮耀裏去的屬天

道路。天國的律乃是：捨去自己，才能得著主；失去就是得著

；降卑就是升高；小就是大；貧窮就是富足。 
§ 所謂與聖經連結就是回到聖經裡，審視自己所說所做是不是照

著聖經。 
§ 必須與聖經連結，只有聖經和使徒們所傳講的福音才是純正的

福音。 
§ 《提後》1:13-14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

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從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

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地守著。」 
§ 之所以要回到聖經裡，是為了讓我們的信仰保持純正和單純，

沒有滲雜、沒有人意，要慎思明辨，切忌滲雜自己的邏輯和分

析。 
§ 對聖經正確的態度： 

• 懂的就領受，不懂的就先放下，到了時候神會讓你明白

的。 
• 解釋聖經的時候也不要隨意刪減、增加或強解，主耶穌

和門徒們都有過教導：「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見太5:37、雅5:12） 
• 如果你經過禱告、默想、等候後，聖靈在你裡面有啓示

，就要忠心地照著啓示傳講，神就要來負責。 
• 讀聖經時要默想禱告的原因就是為了讓聖靈把聖經的原

意啓示在我們的裡面，而聖靈所啓示的往往是我們所需

要的那一部分。要知道，在聖靈的啓示裡，聖經是無限

的，同一節聖經，對於不同人的不同需要會有不同的開

啓和領受。 
• 對在網絡課堂上聽到的與你過去的領受不同的，你要去

查考聖經，看你過去領受的合乎聖經，還是課堂上講的

合乎聖經。 
• 你只能夠接受聖經上有的話，不能夠接受聖經上沒有的

話，特別是那些人常說的話，如： 
o 傳統教會的牧師、傳道所說的，「你信耶穌的時

候聖靈就已經住在你的裡面了，你不需要再追求

聖靈充滿了」，他們不僅不許信徒追求聖靈，甚

至不許說方言、不許用方言禱告，這些話不僅是

聖經所沒有的，而且是和聖經相違背的。（見《

約》20:22、《徒》1:5、《林前》14:2-5、《林

前》14:19、《弗》5:18）查考聖經後，如果認

識到過去領受有誤，就應該接受聖經的調整，如

果你所在的教會不讓你說方言，你應該遵守他們

的規定，但你要知道他們那樣做是不合乎聖經的

，當然你可以在家裡自己說方言。 
o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這句話聽上去沒錯，但當

你查考了聖經就會知道，不可以這樣說。聖經的

教導乃是如果你信主得救後一直走在這個得救的

路上，不斷地領受聖經真理的教訓，而且也能夠

活出聖經所教導的行為，這樣才可以說是一次得

救永遠得救。因為神的救恩不但是把我們從罪裡

救出來，還要使我們改變，能夠越來越像耶穌，

越來越聖潔。可是如果你信主以後沒有任何的改

變，仍然發脾氣、犯罪，還相信「一次得救永遠

得救」，那你就是受欺騙了，聖經說對於這樣的

人，再沒有贖罪的祭了。（見《來》10:26-29）

聖經所說的得救不是一次的，而是常常得救，是

在主裡面因著不斷被改變，因著基督復活生命的

大能，從我們的身上慢慢彰顯出來，我們可以不

斷從各種軟弱、罪惡里被耶穌救出來，以致後來

越來越得勝，得救也越來越完全。可見神為我們

預備的救恩確實是完全的，然而我們必須經歷一



個成長、建造、改變、成聖的過程，我們才能永

遠得救。 
• 十六世紀神興起馬丁・路得宗教改革的原因就在於，當

時天主教不許信徒讀聖經，只有神職人員可以讀、可以

講，而馬丁・路得卻在讀聖經時發現了當時天主教很多

不合乎聖經的地方，從而發起了改教運動。並且他也提

出了人的得救不是靠個人的修行、好行為而得到的，而

是依靠信心，「因信稱義」。這是與聖經連結的一個典

型例子。 
• 「因信稱義」跟行為有沒有衝突呢？沒有衝突。馬丁・

路得所反對的是人靠自己的行為努力做好，我們所說的

基督從我們裡面活出來的內在生活，乃是靠著基督復活

的生命（無窮生命的大能）來活出耶穌基督祂的榮美，

那是遠超過人的善行和修行的，是人怎樣作都無法靠自

己達到的。（見《來》7:16） 
o 神給2017年JMI網絡學校的應許 

o 《哈該書》2:7-9記載耶和華說：「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

運來（或譯：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

之耶和華說的。』」 
§ 「我必震動萬國」，這不僅是針對現今變化莫測的世界局勢，

神同時也在震動眾教會。 
§ 「萬國的珍寶」，就是各地清心愛主的弟兄姐妹，神要帶領、

感動這些愛主的弟兄姐妹來，我相信你們這一千多名學員是被

聖靈吸引來的，是神的靈帶你們來要和祂這個源頭連結。 
§ 「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們所渴慕的就是主耶穌，只要你

渴慕，祂必要臨到你，只要你想與主連結，就一定能連結得上

，因為這正是聖靈要做的工作，聖靈既然把你們帶來，就必定

能做成，而且祂做的連結是最牢靠的，祂也是萬國所羨慕的。 
§ 「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當我們與主連結以後才能經歷到什

麼是榮耀，我們這些來尋求祂，祂的靈住在我們裡面的人，我

們的身子就是祂的殿，祂同在的榮耀要充滿我們裡面，祂的聖

靈要充滿在我們裡面，我們要不斷地領受祂的道和祂的靈。 
§ 「銀子」、「金子」都是代表神，其中銀子代表耶穌基督的救

恩，金子代表耶穌基督的性情和神本性一切的豐富，神要把這

一切的豐盛賞賜給祂所召來的人。 
§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當你和主連上以後，

繼續上這個課、繼續走這條內在生活的路，你裡面神的同在會

越來越豐富，神的榮耀會越來越大，相對的，你基督徒的生活

會過得越來越有意義、越來越富足。 



§ 「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地方就是你現在所在的地方，就

是你所在的課室、客廳、教會，主要把祂同在的平安設立在你

所在之處，再也不會離開。能力、醫治、釋放、喜樂等都包含

在祂的平安的裡面，祂要把這些都賜給我們，祂的平安就是祂

的自己。你看神的應許多麼寶貴！神多麼寶貴 
o 網校的同學們，所以在網校一開始就賜下應許說，祂的榮耀要充滿在

你們的裡面，充滿在你們的生活和家庭裡，還有聚會當中。 

 

禱告： 

謝謝主耶穌！謝謝祢在我們當中，祢正用你的話來餵養、來豐富我們，祢也用祢的

靈來充滿每一位學員。 

主，祢是充滿萬有的主，祢的聖靈是無所不在的，祢說在這末後的日子祢要將祢的

靈澆灌凡有血氣的，無論在哪裡，凡口渴的都可以來喝，信祢的人從他的腹中要流

出活水的江河。主啊，讓這些學員因著和祢連結了，因著他們回到聖經純正的信仰

裡，他們裡面那活水的泉源就要湧流出來。 

幫助我們相信那活水的江河、喜樂平安的源頭就在我們裡面，耶穌基督就在我們的

裡面！主啊，照著祢的應許來充滿我們！我們更要那個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

和平、溫柔、良善、節制、謙卑、忠實能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逐漸地彰顯出來

，都要生長出來！ 

祢來餵養我們，用祢的話和祢的靈來餵養我們，好讓我們的名字都能夠記在羔羊的

生命冊上。羔羊的生命已經在我們的裡面，需要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主啊，幫助我們不要做小孩子了，隨從世俗的風飄來飄去。主啊，讓我們從今天開

始，就被建造在你話語聖經的根基上，就能夠連結在祢這個磐石上！ 

祢就是磐石，是房角的頭塊石頭，但願教會都建造在祢這個根基上面。主耶穌，祢

要興起更多的使徒、先知，特別是在週一的訓練班裡頭，讓他們以祢為他們的根基

，好讓祢的兒女和教會都能夠建造在祢這個根基的上面。謝謝主！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