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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圣灵中与圣经连接》

• 早早来预备心 ,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就是神做工时

~「在祢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诗84:10）安静在
主里一分钟胜似在别处一千分钟,在主里的价值是无法估计
的。

• 两个月的网校课程,重要的是与主连接。最好的方法, 最近的
路就是闭眼用心接触主,与主连接。神需要你常常这样操练,从
信心开始入门,越简单越好。

一. 跟圣经学?还是跟圣灵学?

• 读经时与圣灵连接,靠圣灵的能力,与主连接,接受圣经中所说
的圣灵,领受圣灵的恩赐,不要只追求一部分（一方面）外面圣
灵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里面的,是全面的。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全
备的,如果领受片面的（某一部分真理）就会走偏。要注重圣

经强调的焦点, 对象, 服事的中心⋯⋯耶稣基督（祂是人类的

救主, 教会的元首, 神旨意的中心,圣经的中心）

• 读经两个途径：1: 从字面上读（了解, 研读）提供读经方

法。2: 从圣灵里来了解圣经, 如何在圣灵里来读经（明白, 解
释）

• 关键是在於跟圣经学的，还是跟圣灵学的？我們可以从圣经

得到很多知识,雖然圣经知识越来越丰富,但丰富的圣经知识并

不表示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表示能使你面对各样的挑战。

• 跟圣灵学是在生命经历中,生命历练裏,亲身经历神的话语。就

是在生活與行事为人中, 明白圣经真理。

• 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浇灌,跟圣灵学,靠圣灵明白圣经,了解
解释圣经。

• 圣灵教导你怎么读經,明白,在生活中如何运用,如何靠主的话
行事为人,這能解决你个人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 知识是理性的,生活是经历方面的（切乎实际的）。靠圣灵解

释圣经, 更重要活出圣经真理。

• 如：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

来由他打（太5:39）,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太5:41）,……要爱你的仇敌（太5:44）……谁能做到呢？

如果没有圣灵, 是做不到的。神不但给我们圣经, 还赐圣灵给

我们, 在我们里面给予启示, 亮光……明白圣经,靠圣灵的能力,
在生活中将圣经真理活出来。



二. 如何在圣灵中读经（启示性的读经）

1.最重要读圣经。

2.祷告, 問主, 求圣灵帮助。

3.被常常圣灵充满（不是一般的灵恩：说方言, 得能力, 恩赐----外
在的, 初步的）, 不要只停留在灵恩的初步阶段,要進深。

•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来。」(6:1）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不要停留在幼稚园阶

段,前面还有小学,中学,大学……可惜很多人一直停留在初期阶
段,灵命幼稚,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人,幼稚,分门别类,嫉妒纷争,不
能同心合一,是靈命幼稚的表現。

• 无论是牧者,传道,带领者,追求者,若还是常常跟人争吵,是灵命
幼小,属肉体的。

• 保罗提到哥林多教會,「以致你们在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林前1:7）」,但未必有生命的经历（常常争,不同心,分门别

类,结党……属肉体的）, 該如何往前？

• 透过神的话（上课,听课,操练）可以往前。圣灵是我们最好的

老师, 圣经是最好的书本, 与所有书不一样。

• 圣经是神圣的经典。不要看太多属灵的书报, 看圣经要多于
属灵的书。

• 属灵的书,找一两本讀就好。比如：劳伦斯《与神同在》,盖恩

夫人《馨香的默藥》,慕安德烈,罗柄森师母《荣耀的光辉》。

圣灵在罗柄森师母的生命中做翻转的工作, 她经历又广又深, 
多方经历神的同在。《安静等候神》帮助你有一条路。

• 祷告：主啊！我要更多得着祢, 更多认识祢, 更多渴慕祢。

三. 對聖經應有的心態

• 对圣经应有的观念心态。（參提后3:16,17）
• 默示：神吹上靈气（圣灵感动启示）,受聖靈感動啟發, 聖靈

帶他們寫的。圣经来源1500多年, 有30多位作者, 那么长时

间, 那么多人,圣灵向他们吹气,不再有自己的思想意见,完全领
受圣灵的意思记下来。

• 聖經的來源: 圣经作者是圣灵,靠圣灵来读经,由圣灵直接启示

帮助。圣灵解释祂所写的最有权威。

• 圣经的益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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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的教训（教导）从神来

的,改正我们的错,並且,靠圣灵能力改正。

•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 遵行神的律例, 典章。「我必将我的灵放



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结36:27）
• 圣经的目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靠着圣灵,事奉神的人渐渐

达到完全, ,行出來的事又美又善。
四. 向聖靈學習

• 祂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精意或作圣灵）。新约
执事是在圣灵恩膏中来服侍。字句叫人死（带来的知识自高自

大）。（參林后3:6）
• 理性强,灵性受亏损。
• 跟圣灵学,活在主里,让圣灵掌管,得着生命、平安、能力、智

慧、爱心……結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參 加

5:22-23）。果子是生命结出来的,也就是基督徒灵命成长产
生出来的。

• 新约时代（圣灵时代）,神已把圣灵放在你里面,主在你里面,
所以,「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罗10:8）

• 姐妹网校的见证：武汉的一位姐妹,不爱聚会和读经,自从上网

校两个月,觉得聚会的重要,喜欢读经,操练安静等候神。正如有

人说：有主真好,没有主什么都不好。「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

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

16:26）？神给我们最好的是生命。（上好的福份）得着主拥

有一切。

• 安静等候神時,圣灵充满的能力更大,更丰富的同在！

• 读经時要祷告,求圣灵开启。陶恕牧师读经時是跪着读, 安静

仰望神圣灵开启他, 跟圣灵学圣经。
• 圣经是神赐给全世界人的灵粮,不要强解圣经。圣经向我们每

个人说话, 是按我们能领受的度量, 如婴孩吃奶, 一点点的……
• 不要用圣经的话指责别人,衡量别人,要常常用圣经的话衡量自

己。聖經的话是对我说的: 「主啊! 帮助我遵行祢的命令。」

靠圣灵行出圣经中所定的标准,圣经的话就成为你的生命。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

五. 默想的功用

• 需肯花時間培养, 在安静中默想神,祷告圣灵,与圣经、与主连

接不是眼闭着什么都不做。圣灵来了, 读经就成了活的道, 不
是死的字句, 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



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參弗1:17）圣灵是启示

的靈, 你要向祂求祷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祂身上,就是使祂有
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赛11:2）。
• 被圣灵充满,敬畏神的心就會越来越多。若只有注重外面的恩

赐、异象，是还没有进到更深的地步。

• 禱告: 「主啊!求祢赐我启示的灵和智慧的灵, 开我的心眼, 让
我真认识祢」我們可以常常求, 求就得著, 寻就见, 叩门就

开。
• 读经的目的是认识神──认识神的所是,所做,所要赐给我们的

福份。
• 圣经是最好、最有价值、最有学问的书！

• 周牧师的见证：从小11歲開始養活自己,没受什么教育,一切

的知识,聪明,智慧都由读圣经而来的。更感谢圣灵, 受圣灵的

洗, 主复活, 活在他里面, 圣灵住在他里面。跟随圣灵读经, 行
事为人。在职场上工作表现特好,。跟隨圣灵帮助他。

• o 人生的标杆就是圣经。「祢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

的光」（诗119:105）。神的話是我们一生道路上的准则。

六. 等待聖靈的開啟

• 先知：被神的灵感动说神的话。人没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 
就是在黑暗里摸索, 身在罪中不知道。预言：神所启示的话。

（參彼后1:19-21）
• 读经的方法：

 速读：了解概况。

 慢读:在预言上留意,听神的话（要默想,默祷,留心）。

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
个比喻是说里面明亮（心窍开启了,悟性被开启了。晨星表示

耶稣的显现, 对主有新的感受, 新的爱慕, 圣灵給我们新的亮

光和启示。（參彼后1:19）

•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充满，说出 神
的话来。私意: 人意的參雜。人意: 人的意思。不要照自己的想

象解经, （人难免有私意, 有个人的意见, 难免受人的影响）

不看参考书, 等候神让圣灵开启,不但在字句上领受,也要从精

意上领受。(參彼后1:20-21)

• 不在乎懂多少聖經, 而在乎是否是來自聖靈的教導. 

• 圣经神所默示的(參提后3:16), 是神的意思, 人被圣灵感动



（吹气）（全人被圣灵充满, 占有）写出来的。

• 对圣经的基本态度:圣經就是神的话（不是普通的书,不是高

深的道理）,是灵,是生命（參约6:63）领受从神来的,从天上

来的,是圣灵教导的。人的教导是从地来的, 這兩者有天壤之

别。所以, 需花时间等候神, 讓聖靈來開啟神的話。

• 耶利米说得着神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耶15:16）。耶利

米吃喝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 聖經是天下降下來的糧食, 被聖

靈餵養, 读经是一種享受。

• 要愿意好好读圣经, 学習靠圣灵明白圣经（进入真理）,做一

个真正的基督徒。领受圣灵, 让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神的

话, 在生活中经历神的话。

祷告:感谢主这样带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充满。求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心里, 
求厚赐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智慧。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祷告！阿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