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10日週五網絡課堂重點記錄
講員：周牧師 （美東莊姐妹筆記）

一、在聚會中，要相信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每一次奉主的名聚集，在靈裏來聚會時，衪就與我們同在(太
18:20)。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1:23)。 

o 基督徒的聚會和世上的聚集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在我們中間。各個課室無論人
多少，神都在你們中間，也在你們裡面。要回到你裡面，用你的心來親近
衪。安靜在衪面前，心要定下來，全心向衪敞開，渴慕祂，仰望祂的時候，
慢慢就能感受到祂的同在。求主開我們的耳朵，如主開以賽亞的耳朵一樣，
就能聽到神的聲音了(參賽59:1)。

o 唱《親近主》詩歌

o 神說：「我們親近衪，衪就必親近我們。」(參雅4:8) 伸出你信心的手，用
你的心來靠近衪，來觸摸祂。眼睛一閉，心轉向主，就與祂連上了。要經常
如此操練，培養這神聖的習慣，常想到耶穌就在我們裡面。

o 無論我們在做什麼事，都可以與主連上。在小事上，保持與祂連結，就成大
事了。來到主面前，安靜下來，竭力進入衪的安息。

o 唱：「耶穌，耶穌，我最愛救主。」我們享受主的愛，衪更願享受我們的
愛。把心歸給衪。唱 :「主啊！我心愛祢！現在愛祢！永逺愛祢！任憑海枯
石爛，主啊！我心愛祢！」

o 無論我在什麼樣的環境(海枯石爛)中，在困難當中，在缺乏當中，在艱苦當
中，主啊！我心愛祢。如此親近主，就如同馬利亞將極貴的真哪噠香膏倒在
耶穌的身上。還有什麼把我們的心歸給主更貴重呢！將我們的心傾倒在主的
面前，那就是真哪噠香膏。

二、聖靈向我們說話

o 在聖靈裏讀聖經，就與我們個人有關係了。神的話與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
係，聖經的話都是對我們說的。

o 如何知道聖靈向我們說話？聖靈向我們說話，就是主的靈向我們說話，也就
是主耶穌向我們說話。《哥林多後書》三章17節說: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
在哪裡，那裡就得自由。」 主的靈在我們裡面，也運行在我們當中，也在
聖經當中向我們說話。

o 神向我們說話要留心聽。聖靈的聲音更要留心聽，要用心來聽。人說話要用
耳朵聽，神的靈向我們說話要用心靈的耳朵聽。

o 我們的心是我們的靈魂的所在；我們用心聽，就是全人注意了。心安靜下
來，收回遊蕩的心思，聚焦在耶穌身上，且要充分地相信：聖靈就在我們中
間，主就在我們中間。

o 聖靈藉著祂的聖經和祂所恩膏的僕人對我們說話。

o 聽了賴牧師安靜等候主的信息後，有操練的，他們就能進入主的安息，也能
聽到主的聲音了。

o 主耶穌教導門徒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簡單，要單純如嬰孩，就會常常聽到
主的聲音，常看到主。因主耶穌說: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祢！因為祢



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 孩就顯出來。」(太11:25)嬰孩就是簡
單、單純的人。

o 我們如何知道在讀經時，聖靈向我們說話？在這末後的時代，主耶穌快來
了，也就是聖靈向眾教會常常說話的時代。在這末後的日子，神常常向祂的
兒女說話， 能聽到神的聲音的人很少，能聽到神的話又去遵行的人更少。
神在尋找那些願意學習、願意聽了祂的話，且願意去遵行的人。

o 啓示錄中神向七個教會說: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 (啓2:7)

o 神向人說話，有很多方式。神在古時，借著祂的靈感動先知向以色列的列祖
多次，多方用各種方式說話。但他們沒留心聽，也不遵行。神指責以色列人
是悖逆剛硬的百姓。我們不要有悖逆的心，而是要有柔軟的心，來聽神的
話。

三、查驗先知話語

o 聖靈向人說話有不同的方式，如異夢，異象，方言，預言。聖經教導我們，
先知說預言，凡事要查驗，是否是從神來的。舊約說有的先知是有先知的職
份，但有時他們是隨著己意說話。查驗最好就是符合聖經中的原則。

o 可以用三方面來查驗：  
(1) 以聖經原則來驗證，是否符合聖經的教導。
(2) 憑我們裡面的聖靈，就是恩膏， 祂在凡事上會告訴我們，會教訓我們。
(3) 和常在一起禱告的教會肢體，一起査驗是否是從神來的。 

四、靠聖靈讀聖經

o 聖靈藉著聖經向我們說話，是最可靠的。聖經是聖靈向我們說話最好的憑
據，因為聖經是神所默示的，聖靈啓示的，是聖靈感動人所冩出來的。

o 有時讀經時是有感動的，好像這句話顯大，或觸動我們的心。這時，要特別
留心，聖靈往往藉著衪感動人所寫出來的聖經在向我們說話。

o 我們必須相信聖靈在我們裡面，恩膏在我們裡面，一定要相信這恩膏是真的
(參約壹2:27)。衪是說話的靈，祂是做工的靈，祂是啓示的靈，衪是賜能力
的靈，衪是賜恩賜的靈。   

o 聖靈是神寶座前的奉差遣的七靈。(參啓1:4) 祂是無所不知，祂是無所不
在，祂是無所不能的神。聖靈祂是完滿的，祂也是豐滿的，聖靈是無限量
的，祂在我們的裡面，也在我們的外面，就如空氣也在我們的裡面。若沒有
聖靈在我們裡面，我們就無法活出神的生命，也就是耶穌基督的樣式。

o 神的靈就是聖靈。主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約6:63b) 聖經不是一本普通的書，而是神感動人，默示人所說的話。

o 聖經上的話如何成為靈，成為我們的生命，如何使我們的靈得到供養，使我
們的生命得以成長、成聖，這是聖靈的工作。

o 我們必須靠聖靈來讀聖經，來明白聖經，來吸收聖經裡面的精意；然後，靠
著聖靈的能力才能行出來。若不是在聖靈裏讀聖經，如果沒有聖靈的運行和
膏抹，這本聖經就和其它書是一樣的。

五、如何分辨聖靈的聲音  (請閱讀周牧師《跟隨聖靈》第十四章)

o 主耶穌說: 「我的羊認得我的聲音。」(參約10:27) 主的聲音就是聖靈的聲



音，也就是復活的基督的聲音。聖靈的聲音，不是生存在物質界的人用耳朵
可以聽得見的聲音。

o 英文中的聲音有兩個字 : 「Sound」 和「Voice」，「Sound 」是耳朵可以聽
得到的聲音，而「Voice」 不一定是耳朵可以聽得到的聲音，乃是一種心意
的表達。

o 因為神是靈，靈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卻可以聽得到的。我們只有在聖靈
裏，安靜下來；愈安靜，愈能聽到聖靈的聲音。以利亞聽到微小的聲音是靈
裏的感受。好像細細的耳語，是靈裏的感觸。(參王上19:11-13)  

o 聖靈向我們說話時，若我們的靈敏鋭的話，就會有感動的。有時會觸動我們
的感情，我們的愛，我們會不由自主地流淚。我們讀經時，經文感動我們，
使我們流淚。那些經文就是聖靈在對我們說話，聖靈的感動就是聖靈在說
話，祂在表達神的心意。

o 聖經舊約中只有一人，摩西。神說祂向摩西說話是沒有隱藏的，好像是面對
面跟他說話。(參出33:11) 在聖經中常看到耶和華的話臨到某某人，這是他們
在靈裏感受到神的心意。

o 因神要使用舊約時代的先知向那時代的兒女說話，所以，先知們聽到神的聲
音比別人清楚。

o 今天新約的時代，神會用不同的方式向人說話。其中最可靠的方式，沒有摻
雜人的意思的就是聖經。當你讀聖經時，你會有感觸：感動有時輕微，有時
很厲害，或甚至流淚，有時感動得很興奮，有時會很喜樂，有時會坐不住，
會站起來。

o 聖經要在聖靈裏來讀，才是活的；活了，是因為聖靈來了，聖靈藉著聖經向
人說話了。《希伯來書》四章12節說: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
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
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o 許多基督徒不喜歡讀聖經，覺得枯燥乏味，是因為不會靠著聖靈來讀聖經，
不知道怎樣在聖靈中來讀聖經，不知道讀聖經需要聖靈來感動、來啓示，來
使聖經的話變成是活潑的，然後他裡面就活了。

六、神向人說話的主要憑據 (請閱讀周牧師《跟隨聖靈》第十四章)

o 神向人說話最可靠的憑據就是聖經。雖然聖靈會以不同方式向人說話，但我 
(周牧師) 相信，神要向人所說的話，都已記在聖經裡面，而聖經仍然是聖靈
向人說話的主要憑據。

o 我們以慢讀的方法來讀經時，必須學習禱告，默想神的話。若有不明白的，
就仰望主。若你讀到那一句有感動，就要停在那一節經文裏，讓聖靈繼續向
你說。

o 慢讀的方法是最好的學習，讓聖靈帶領我們，來啓發我們，讓聖靈來給我們
解釋祂所默示的話。最好的解經家，就是聖靈。

o 當我們在讀經默想時，聖靈在向我們說話大致有以下七種情形：

1. 當我們讀到某處經文時，心中特別有所感觸，其字句好像顯得大，這種感受
多半是來自聖靈。

 當你有這種感觸時，不要軽易讓它過去，要更將心転向主，等看看是



否還有更深的感動。

 有時聖靈藉著一句話，向我們說很多話。例如：周牧師過去讀到耶穌
在十字架上說了一句: 「成了」就斷氣了。(參約19:30) 周牧師在默想禱
告這句話後，發現它包含了許多意思。如: 耶穌在世上的工作，神的救
贖計劃都成了，人所需要的一切都成了，你要什麼，就有什麼，這些都
包括在「成了」這兩個字的裡面，這樣的讀經就是在與主相交。

 有了感動，聽一聽，心中有感動，要發表出來。當祢心有所感應時，
你可以對主說: 「主啊！是的。我就是這樣。主啊！是的。我需要祢！
主啊！謝謝祢跟我說話。主啊！我愛祢！我寶貴祢的教訓。」你就很自
然的進入與主交談。

 我們讀經時，是藉著聖經與主相交。聖靈的感動，有時是輕微的，有
時是很大的，都要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19節: 「不要消滅聖靈
的感動。」有時聖靈的感動是很輕微的。聖靈是賜給順從之人的，順從
之人的靈是敏鋭的。

 我們對聖靈的感覺的敏鋭度，是不斷的增加。順服的愈多，對聖靈的
敏鋭度就會愈多。

2. 有時候，我們在安靜中讀經時，讀到某段經文，不但有所感動，甚至感動地
流下眼淚，或情不自禁地放聲哭泣，因為你覺得每句話都是對你說的。

 你無論在聽道，或在讀經，或在聚會中聽到弟兄姊妺做見證，或禱
告，有的話觸動你了，好像是在對你說的，這往往是聖靈在向你說話。 

 凡是你裡面被觸動的，被點到的，這多半都是聖靈在向你說話，你要
留心，尤其是聖經上的話。

3. 有時候，我們在讀經時，當時並無仼何感覚，但過後有一、兩句話浮現在你
腦海裡，叫你一再想起，或藉著別人叫你想起你所讀過的經文，這也是聖靈在向你
說話。你要留意，因這是第二次。有時祂會說第三次，第四次。

 如神藉先知以賽亜說: 「這百姓聽是聽了，卻不明白。他們的心如油
蒙了心，耳朵發沈。」(參賽6:10)   有時我們的靈不夠敏鋭，因我們不夠
被聖靈充滿，耳朵發沈，聽不到聖靈的聲音。

 有時我們的靈太遲鈍，就聽不到主的聲音。

4. 有時候，當你正在路上，或正在做事時，心裡突然來了一節經文，這時你也
要特別注意，這不是空穴來風，因為聖靈也常這樣向我們說話。有時主也會藉著聖
經向我們說話，要特別注意。

5. 有時候，當我們讀到某處經文，不明白，正在揣摩是什麼意思時，忽然茅塞
頓開，恍然大悟，以前不懂的現在明白了，很明顯是聖靈向你開啓，在向你說話。

 是聖靈將這節經文給你解開了。全本聖經都需要聖靈解開，才能明
白。

 聖靈親自開啓，你也要順服。你愈順服，聖靈就愈多向你開啓。
6. 有時候，當我們讀到或聽到一句聖經時，我們心裡的疑問解決了，重擔脫落

了，憂愁變為喜樂，灰心變為盼望，軟弱變為剛強，甚至內心或外在的傷害，或病
痛好了，得醫治了，這不僅是聖靈向我們說話，更是聖靈親自在我們身上做了醫治
釋放的工作。這時真要跳起來，感謝讚美主！要歡呼，要讚美，要感謝！聖靈在我



們裡面是真的，是無所不能的。
7. 有時候，聖靈會在聖經之外，藉著人、事、物，來向我們說話。遇到這種情

況，我們靈裏的感覺特別敏鋭，或是特別有感觸。

 神甚至會藉著動物向人說話，例如巴蘭與驢子的故事。(參民
22:21-35) 

 有一位弟兄在困難時，他走在路上，看到霓虹燈，顯示「神愛世
人」， 他看成「神愛你」 ，他裡面就得到力量。

 尤其在聚會時，神會藉著聖經，藉著講道，藉著人的禱告，藉著人的
見證向人說話。當人在說見證時，他就是在說神的作為。

 要留心聽別人的禱告，因神常常藉著人的禱告在提醒我們，在向我們
說話。

 我們要培養敏鋭的靈覺，要聽聖靈的聲音，要順服。

 你要有一個心願，要明白神的旨意，且願意學習順服，神就會教導
你。

 聖經教導我們說: 「不要藐視先知的預言，凡事要查驗，美善的要持
守。」(參帖前5:20-21) 所有出於神的都是美善的。

 要査驗是否神在向我們說話，最好是與聖經合證。所以要好好讀聖
經。在末世會有許多異端，許多假先知，假基督。若你不讀聖經，或對
聖經不熟，你怎麼會知道呢？

 所以，從現在開始，要好好讀聖經。要多讀聖經，少讀屬靈書籍。聖
經是我們信仰的唯一的依據。聖經說: 「天地都可以廢去，神的話一點
一滴都不能廢去。」(參太5:18) 

 大衛說: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119:105) 你行
走在神的話語的當中，是不會錯的。要天天花時間讀聖經，來領受我們
最好的老師——聖靈的教導。

 要學過內在生活，學習跟隨聖靈，操練安靜等候神。在安靜中，靠著
聖靈來讀神的話，你會愈來愈好。如聖經上說: 「義人的路，如黎明的
光，會愈照愈明。」(參箴4:18) 

 你會愈來愈知道什麼是榮耀。我們要像保羅一樣，向神求賜人智慧和
啓示的靈。(參弗1:17) 我們要向天仰望。因聖靈是從天上降下，充滿在
我們裡面。

七、結束

周牧師禱告: 

主耶穌來充滿，來充滿，主啊！我們打開我們的心，心開，口也開。聖經說：「你大
大張口，我就充滿你。」主啊！我要，主啊！充滿我！聖靈充滿我！現在就來充滿
我！我需要祢！我需要祢來教導我！使我明白聖經。我需要祢在凡事上教導我，在每
一件事上來教導我，我感謝讚美祢。主啊！祢把這恩膏賜給我。放在我的裡面。我們
要更多的恩膏。
主啊！現在就降下來。賜給在各地的每一位同學。主祢要來充滿，要來澆灌，我們需
要。感謝讚美主，因祢說祢賜聖靈是沒有限量的。祢說，我們要多少，就可以得多



少。 祢來，就是要我們得的更豐盛。哦主耶穌！哈利路亜！充滿！充滿！再充滿！澆
灌！再澆灌！充滿！再充滿！讚美祢！讚美祢！唱 : 「充滿我！」 
主啊！謝謝祢，祢不但將聖經賜給我們！祢也將聖靈賜給我們！祢將聖經賜給我們，
放在外面，我們的手中。祢將聖靈賜給我們，放在我們裡面，成為我們的亮光，成為
我們的智慧和能力。使我不但能明白聖經，也能照著聖經所說的去活出來。感謝主！
讚美主！我們相信，我們就領受祢的聖靈。主啊！今天我們要大大的領受。祢說，大
張口，祢就要充滿我們！主耶穌！我們要大大張口。哈利路亞！神說有就有，命立就
立。感謝讚美主！謝謝主耶穌！

o 唱快樂歌。在神的同在中，是何等喜樂。正如大衛所說的: 「主啊！在祢的
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的右手中有永遠的褔樂！」 (參詩16:11) 

o 我們要享受，在神的同在中，也是一種享受。被聖靈充滿是一種享受。與眾
聖徒在一起相交是一種享受。這好像是屬靈的筵席。

o 唱「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祂是一切最親。我們要常常喜樂，我再說要
常常喜樂。衪是無窮喜樂的源頭，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參箴1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