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2 月 4 日網校週六重點筆記 
安靜等候神入門  ( 1) _ 	   從信心進入- - 賴牧師 	  

（成都刘嘉敏姊妹记录） 

一. 	 為何操練安靜等候神 

「願你吸引我,  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

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 」<雅各書 1：4>主的愛情比這世界的享受、

個人的快樂更要勝而又勝且有餘。祂吸引我們回到祂的面前。	  

o 短歌與禱告：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願主的喜

樂的靈厚厚的膏在我們的課室裡。哈利路亞！主啊，讚美祢！帶我們進入祢

內室愛情的美好裡。享受與祢連結永遠的福樂！感謝主恩待我們，奉主耶穌

的名！阿門！ 

o 為什麼我要每天花時間操練安靜等候神？ 

n 安靜等候神是一條幫助我們與主連結的路。整個一月份周牧師帶跟隨聖

靈，在這堂課裡有一個很清楚的異象：就是要與主連結！同時也追求與

聖經連結！ 

n 一個基督徒與主連結有多深，決定了我們認識神有多少，也決定我們的

生命得著有多少！安靜等候神就是幫助我們與主進入更深的連結，幫助

我們更認識主，也幫助我們生命被改變、性情被改變、更多得著主耶穌

活潑生命的一條路！ 

o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

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希伯來書 10：
19- 20> 

n 主耶穌用祂的寶血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我們可以坦然進入

至聖所，安靜等候神就是這條又新又活的路，帶我們從內院進入聖所，

後進入至聖所，進入與神的同在！ 

n 這是一條充滿了祝福、充滿了恩惠也充滿了能力的道路！讓我們能看見

與神的遠景，讓我們可以與主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更深地進入神的能力、

智慧和恩典中。 
 

二.  勞倫斯弟兄的見證 

如同十七世紀法國弟兄勞倫斯弟兄的一本書《與神同在》，他藉著定時的禱告和

日常生活中時刻思念主、每件事情都愛慕主, 這樣來進入與主的同在，以至於他

的整個生命呈現出神的性情，每時每刻, 神的平安喜樂在他的生命中。 

o 他在修道院廚房里當廚師，一邊在鍋碗瓢盆中忙碌，一邊應對來要食物的人，

但他的心裡很安靜，就如禱告時一樣。得到神的智慧和能力來勝過生命中各



樣的不容易。 

o 等他晚年到癌症末期，很多的弟兄姊妹本想來看望、安慰和鼓勵他，卻意外

看見的是一個非常喜樂, 完全不像重病的他，問他到這個階段難道不痛嗎？

他回复說：痛呀，但是神在我裡面給我的喜樂勝過我肉體的疼痛。神把祂勝

過萬有的智慧和能力都賜給一個與神同在的人。我們等候神，神也必然施恩

賜福，帶我們漸漸進入與神的同在這有福的路！ 

 

三.  等候神的目標 

這課程是一個敲門磚，鼓勵你每天花時間來安靜等候神，從今天開始透過一個正

確的教導和引導，在團隊裡保留了一個很濃厚的等候神的恩膏，我們一起來好好

的向著這條與神同在的道路前進！ 

o 第一个目标：要遇见主！ 

o 第二個目標：要進入與主有心靈和誠實的相交！ 「 神是個靈（注：或無“個”

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音 4：24> 所以，安

靜等候神，帶我們進入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o 第三個目標：要更認識主，生命要有改變，越來越象主耶穌，並且越來越有

主的性情，喜樂、謙卑、柔和、有主的智慧與能力，生命漸漸被改變！ 「我

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得後書 1：4> 

四. 等候神的三大前提 

《安靜等候神》台灣版第六章或國內三合一版第五章：如何安靜等候神的第一段：

談到如何安靜等候神，我們首先要確定三個大前提:  

o 1. 我们等候的對象是神自己，就是要遇见主！ 

o 2. 我们等候的中心與内容是神自己！ 

o 3. 	   我們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的認識祂、更多的得著祂、更深與祂聯合，

因而生命被祂改變越來越象主！ 

o 我們不是等候那甜蜜的感覺，不要執著於感覺！等候神的入門要從信心進入，

在信心裡來等候，必然會帶來那甜蜜的感覺，但要搞清楚秩序，是信心走在

前頭，不是感覺在前頭！所以，我們是在等候神自己，而不是在等候一個美

好的感覺，因為感覺會改變，就如弟兄姊妹說：有時候會等到、有時候沒有，

感覺高高低低像在坐蹺蹺板一樣！但神永遠同在，我們等候的對像是神自己！

我們等候的中心和內容是神自己，我們的思想會慢慢地進入目標，如歌羅西

書 3 章講, 我們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進入心靈與誠實地敬拜！ 

 

五. 等候神是與神綁在一起 



《安靜等候神》第二章 35 頁：等候神就是與神綁在一起，希伯來文「等候」也

有綁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在心靈裡與神結合在一起。 

o 等候神的時追求的目標, 就是心靈與神綁在一起、結合在一起！實際

的操作，是我們進入心靈與誠實的敬拜，時常思念主！經歷聖靈的光照和教

導，經歷很多生命的破碎，生命的剝奪。 

o 這是在幫助我們越來越有主耶穌那樣柔和謙卑的性情！等候得對或

不對呢，就看性情和脾氣是否越來越柔和與謙卑；假如越等候越驕傲，那就

錯了！ 

o 在這條路上需要有正確的教導和引導，《安靜等候神》這本書，是

好的一本教科書和一個同伴！鼓勵大家很仔細地來讀第五章，入門階段要

講的大約第五章裡邊都有講到而且講得很清楚。 

  

六.  賴牧師分享等候神的好處 

o 等候神是我們與神綁在一起，如啟示錄第一章所啟示的：祂是那位

活到永永遠遠的神，我們與永恆的主綁在一起，日積月累漸漸地我們就與這

位從永遠到永遠的主漸漸地連結在一起。 

o 等候的時候越多，與祂連結得就越來越深！我們與這位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神聯合，與這位自有、永有的神聯合，在祂裡面有一切的豐富，

我們分享祂一切的豐富！我們就永遠活在這位以永遠的愛來愛我們的神的愛

中！ 

o 如勞倫斯弟兄。我們的心就安穩如同磐石。如周牧師身上的特質：

平靜！安穩！有一份很深的安息的靈在他身上，這是何等有福的生命啊，任

何驚濤駭浪都不能動搖動他，因為他的生命是與永恆的主連結穩若磐石！ 

o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傳
道書 3：11>神一點一點地把祂的永生安置在我們心靈。 

o 安置不是隨隨便便的放，而是很細心、很妥貼地安置得合理、安置得四平八

穩，這生命就能和永生連結、和永恆連結。漸漸地會具有在耶穌基督里平靜

與安穩的生活與生命，享有從祂的安息中發出來的智慧跟能力。這是何等有

福的生命啊！ 

o 從自己初信第一天就開始等候, 直到現在 22 年了，每天清早從快樂的等候開

始，這樣的喜樂也充滿了每一天！我們的生命被改變和、健康也被改變了！

如同之前 8、9 月份生了一場病，信心也跟著搖搖晃晃了一陣子，以為跟主

走到這里大概也差不多了。但是主常常告訴自己祂要醫治我，我就相信常常

宣告主的醫治。真的是沒有想到現在可以恢復到一個很活潑的生活跟服侍。

祂給我一個很好的醫師，祂親自來醫治我。那段時間坐不久也站不久，卻知

道每天單單就來等候主，站起來走動只在乎心態不在乎姿態，而散步時，我



的心也是在等候神。主知道我們所需要的，我常常感覺到祂一股奇妙的膏油

在我身體 軟弱的地方來回的膏抹。我心裡非常的感謝：主啊，我知道祢自

己在醫治我，祢好信实哦，祢是在以永远的爱来爱我，哈利路亚！當身体软

弱的时候，每周一来到很热烈地小组一起敬拜，一股膏油从头顶浇灌到身体

软弱的地方，所以知道是神亲自在医治我！ 

o 我們等候的是這自有永有的神、從永遠到永遠的，在祂裡面要什麼有什麼，

要醫治有醫治。主知道我們的需要，祂親自來供應。小組成員很驚奇的看見

我從一個很軟弱地低谷中站起來，他們問我神什麼時候醫治的？我說不知

道，只知道神說祂會醫治我，我就是聽祂的話。神什麼時候做的我們不知道，

這才是神所做的！   

  七.  不要凭眼见和感觉认耶稣 

o <路加福音>24 章記載在以馬忤斯的路上，主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正當那日，

有兩個門徒要往以馬忤斯的村子去的時候，耶穌走到他們中間靠近他們，跟他們

同行。第 16 節說：「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耶穌就問他們那你

們彼此在談論的到底是什麼事情。這兩個門徒就把這兩天發生在耶路撒冷的頭條

新聞,  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又復活了，向門徒顯現。告訴了他，25 節「耶穌對

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耶穌就從

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舊約從創世紀到

瑪拉基許許多多地方都在預言彌賽亞就是耶穌基督的降生和祂神國度的來臨。 
o 讀聖經的時候，如果沒有聖靈開啟, 沒人能讀得懂，如兩個門徒不能領會經上

一再地預言耶穌的降生。以賽亞書 54 章很清楚地預言祂要怎樣的成為世人的替

罪羔羊、如羊被宰殺，但祂默默無聲。門徒聽得心中火熱。 
o 接近要去的村莊了，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走似的。他們卻強留耶穌說：“天晚了，

快日落了，跟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跟他們住下。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

餅來，稱謝了，掰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頓時開了，認出他來。耶穌卻從他

們面前消失了。 <參路加福音 24：28- 31> 
o 主要給我們開啟的重點在 31 節：主耶穌教導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不要憑眼見

和感覺認耶穌！今天等候神你覺得很甜美，不要抓著那甜美的感覺，那是感覺不

是神自己，你只要知道神與我同在就好了，不要憑感覺認耶穌!那我們不感覺認

耶穌又憑什麼呢？ 
o 用一句主耶穌自己的話來回答：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主知道祂即將離開門

徒上十字架之前，那時候五旬節的聖靈還有賜下來，有些門徒對耶穌的話好像有

聽卻沒有懂，因此，第 6 節耶穌說：我就是路、真理、生命，若不籍著我,  沒有

人能到父那裡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祂並且已經

看見祂。耶穌說你們看見我就看見父，我跟你們生活三年多，你們認識我也就認

識父,  你們當信我。 <參約翰福音 14：1- 14> 

    



八.  信心是根基 
安靜等候神的根基就在於信，安靜等候神的入門就從信心入門，信神就住

在我們裡面，你信得越深，神就越能在裡面做祂所要做的。所以祂說我所

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事實上，我在等候神上要經歷許許多多的神蹟

奇妙的事情，不是我們做的，是神自己做的！願主把一個越來越深的信心

放在我們的里面！ <希伯來書 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

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o 《安靜等候神》34 頁第二章第一段等候神的定義：聖經中所謂的等候

神，並非一般人所說的等候一位尚未來到的神，而是在心態上，在我們心

靈的深處侍立在神面前，因為神已經在我們裡面了，我們只要回到靈裡面，

立刻就與神同在了，我們必須要有這簡單的信心！我們是在等候一位已經

住在我們裡面，祂在等我們來親近祂的神！雅各書說「我們若親近神，神

就必親近我們！」（參 4: 8）所以我們來等候神，不是來求神與我們同

在。 。 。祂已經與我們同在了！我們禱告是：主啊，我要來親近祢！主

啊，我渴慕要祢更多！主啊，我單單的要你！我要來遇見祢！ 
o 《安靜等候神》第五章憑信心不憑感覺：當我們來安靜等候神時，首先

想到神已經與我們同在，不需要等待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要相信耶穌已

經與我們同在，要一直這樣相信，因祂的話是這麼說的，祂怎麼說我們就

怎麼信。 
o 不要以感覺來取代神的話，要讓神的話來取代感覺，要以神的話為憑，

不要以感覺為憑。這樣來操練，就能進入與神同在的經歷與生活！ 
o 讓信心走在前面，神的話是真實的，祂是以馬內利的神，必然會施恩給

我們，祂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遠超過感覺，祂能醫治、祂能教導、

祂能開啟。要破除我們對感覺的依賴，才能進入更多神施恩給我們的福份！ 
 

   九.  強留耶穌的心 
等候的心態，心的預備：如同兩個門徒強留耶穌，耶穌就與他們同住下來了。我

們要有那種：主啊，我要你，我要與你有更深的同在，主啊我單單渴慕你！我們

要有強留耶穌的心。 
o <創世紀>32 章 26 節記載雅各與他的哥哥重逢渡河之前的晚上,  耶和華使者向

他顯現，雅各就抱著他的大腿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我們也要

有這樣的心：主啊，我要祢！主，我要祢給我祝福、我要祢恩膏我、我要祢給我

話，主啊，我要祢，我要得更多更多，我要來單單要主的心，主啊，我要強留祢

與我深深的同住。 
o <馬太福音>15 章 27- 28 節記載，迦南婦人來跟主耶穌求醫治的時候，因耶穌

說奉差遣是到以色列人那裡，因福音起先是只傳給以色列人的，但這個迦南婦人

並沒有因這句話被澆一盆冷水，反而說主啊，幫助我！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



來的碎渣兒。她何等的謙卑、何等的強烈地要主。所以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

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從那時候，她女兒就好了。 
o 我們要懂得跟主要！越是要祂，祂就常常地給我們滿足！ 
 
   十.  用信心領受神的話,  必得著神的恩惠 

o 從信心入門，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話語上，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如果你每天

等候三十分鐘，你至少讀經也三十分鐘，有一個聖經跟聖靈平衡的生活，而

神的話是我們信心的根基！ 

o 「聽從我，日日在我門口仰望，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為有福。因為

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箴言 8：34-  35>我每次

看到這句就說：我就是要做那個有福的人，要做一個在你門框旁邊等候的人。 

o 用信心來領受神的話，相信就得著神的恩惠。我初信時非常喜歡禱告，因為

上班時間不太固定，我每次早晨都很快樂地禱告 5 分鐘，然後就靜在那享受。

慢慢地,  我才知道這是神在吸引我等候祂，開始進入聆聽,  認識這位神垂聽

我的禱告。 

o 有人喜歡敬拜,  可以從敬拜中入門、有人喜歡讀經, 每天可以讀聖經中入門，

總之，在信心中很自然而然地跟隨聖靈入門。 

o 1 月課程在教跟隨聖靈，等候神，從頭到尾都是聖靈來引領我們。所以，來

等候神，要跟隨聖靈，在信心中自然而然地有一首歌就敬拜入門、親近主入

門、愛慕耶穌入門，愛是 短的路徑來與主相會。 

o 信心中宣告神的話用神的話來禱告，聖經的話句句都帶著能力，這樣聖靈就

把我們帶進去了，不要定規，今天我用這首詩歌來敬拜，我覺得很好，我遇

見了主，是不是我就要每天來敬拜？不一定！跟隨聖靈，就是順其自然，你

在靈修、讀聖經都可以， 

o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

惡人的帳棚裡。因為耶和華─ 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

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華啊，倚靠你的人便

為有福！」<詩篇 84：10－12>主啊，哈利路亞，我就是那個有福的人，我今

天來等候你，今天的力量賜給我了，你是我的日頭，我的盾牌，今天我生活、

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智慧、能力、恩惠祢都賜給我了。這樣信心地宣告，你就

領受你就得著了！每一次等候每一分钟都没有浪费，所以绝对不会说有时候

等候到神了，有时候没有。每一次都会遇见神！每一次都有得着，每一次都

又重新得力！这是与主约会 享受的时间， 快乐的事情！ 



o 有时候主带我查经，我很深地被教导，不管祂带我做什么，都是享受，都在

灵里头跟祂绑在一起。知道今天的约会和教导的时间结束了，我常常会跪下

来感谢耶稣给我这样话语和教导，把我信心给我，把力量赐给我，扶持我从

软弱中站起来，谢谢祢医治我，谢谢祢今天拿走我的伤痛，安慰我，鼓励我。

我在离开以前，都会记得跟主耶稣说谢谢！有时候我也会快乐地忘记了，走

到门口的时候心里头有一个提醒，我会回来跪下来跟主谢谢今天给我领受这

么丰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一天的事情神都预备好了！ 

o 每一天要先进入内室，开门就会看见神的荣耀！每一天上班之前要先来等候

主，领受耶和华是我的日头、是我的盾牌，领受主啊，今天的智慧和能力祢

都赐给我了，今天的恩惠祢都赐给我了，开门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今天的日

子凡事都轻省，那就是等候神，祂带给我们那种无穷生命大能，神的智慧、

能力、恩典。 

o 诗歌敬拜来《 知心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