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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圣灵读圣经（一）   賴牧師 - 2020-3-21 

 

第一部分 “心”的预备   00:00-00:30 

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在北美的早安！ 

我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如何跟随圣灵读圣经》。其

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从信主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二十

几年来，我每天在享受的读圣经的乐趣，我每天的灵修生活。因此

我并不是来分享什么深奥的道理，也不是来谈什么高言大志，求主

也帮助我，能够把这里面的乐趣、跟祂的奇妙、智慧，能够跟大家

讲的透彻。 

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我就在这样的学习里面成长、服侍，也跟

着团队出去。在这中间，圣灵的工作不断，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

过去的熬练。但在这样跟随圣灵的读经生活里，我得到不只是安

慰、超自然的医治，更宝贵的是教导。让我们在任何景况都能够爱

耶稣，都能够从祂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作，从内心发出赞美：“主

啊，有祢真好，我更爱祢！”就这样，不管我们基督徒的年岁有多

少，祂保守了我们，不会失去那起初的爱心。也引导我在经历一些

不容易、甚至破碎，或者是神各种制作的过程中，都能够藉着圣灵

的引导，在经文里、在祂的恩言爱语里，看见祂的慈爱永不改变，

认识祂的智慧何其广大，从内心发出赞美：“主，我越认识祢就越爱

祢！”乃至于现在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祂给我很多的教导跟开启，这

是一条很宝贵的道路。 

主在帮我预备这个课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已经经历祂的预

备跟教导到了一个阶段。在安静中，我看到在我前面是一个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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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它像有金子、银子从这个宝库里面哗啦哗啦哗啦倾泻而

出，我就跪下来双手去承接。因此这实在是一条宝贵的道路，所以

我非常感谢主，来跟大家分享。 

可能有些过去认识我的人，大概比较知道我喜欢等候神的这一

面，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跟大家说，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爱读圣

经，哈利路亚！我就开始享受“祢的话比蜜甘甜，如同金子一样的可

贵”，所以大卫说：“祢口中的训言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

（参诗 119：72）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一条发财的、宝贵的道路。 

今天，我们在开始进入第一课，我想我们要先预备我们的心。 

讲到这里我稍停一下，看主怎么带领我们第一步。哈利路亚！ 

好，我们先来唱一首短歌来与神连结。因为我期待我今天所讲

的是发自于圣灵里跟大家的分享，我的祷告也是：主啊，求祢智慧

和启示的灵都来膏抹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开我们的心窍，

如同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一样，让这些话语不是一个知识、再多听

一个信息而已，乃是深愿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如果祢还没有进入这

样的一个很蒙福的读经生活，愿神对你有所开启，因此希望我们听

的跟说的都在圣灵里。 

我们先来唱这首短歌《以马内利》，往里面去，哈利路亚！或许

你可以把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胸口上，知道主在那里，我们要进入与

祂在圣灵里的约会时光哦。 

唱诗《以马内利》。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心”的预备。 

首先要认识：圣灵是我们读圣经最好的老师。这个在圣经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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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写的很清楚，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前面第十四章说“圣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在十六章 13 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只等真理的

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小字

作“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认识圣灵是我们读圣经时最好的老

师。 

我回想起二十年前多一点，我第一次认识周牧师，其实这之前

我根本不认识他。我第一次认识周牧师，我是陪伴我们教会一个大

陆的宣教士，我陪她去，她跟周牧师有一个见面的约会，还有师母

也在场。所以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讲的乃

是他们所熟悉的人名、事情，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可

能初信没有多久，我们宣教士还在的时候，我是教会里头的一个小

姐妹，对外头的事情，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的 Mary 牧师

（是我属灵的妈妈）、我教会的弟兄姐妹而已。所以他们的谈话告一

段落，周牧师就注意到坐在旁边这个安静的小姐妹，问我说：“我们

刚才讲的那些事情、我们谈的那些人，你认识他们吗？”我说：“都

不认识，我也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教会里面的人，我只知道 Mary

是我的牧师。”然后，他忽然的话题一转，问我说：“你现在怎么读

圣经？”我想：问的好啊，因为我正在想，我很喜欢读圣经，我把圣

经当作一本非常有趣，主耶稣是一个跟我非常？？的（13:35），祂

有着跟我非常？？（13:39）的智慧跟价值观，所以我把它当作是我

的好朋友的一本书在读而已。我想:不知道这位有名的牧师，如果他

可以给我指导一下怎么读圣经，或许也可以满足我都没有人指导的

遗憾。所以我告诉他说：“我就是很喜欢读而已，我把这本书当作像

一本很有趣的故事书这样读。可是这本书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这

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智慧的书。”当时我想，我从来没有被人指导、

指点过，如果有人愿意给我指点一下，那是我求之不得的。然后坐

在我旁边的我们的宣教士，她就跟周牧师提示，让他给我介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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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经书、参考书，某某人的、某某有名牧师的解经书、参考书等

等，周牧师就跟她说：“哦，她不需要，她很简单。”然后，临走

时，他还跟我说：“你就这样很快乐地读圣经就好了。但是，你就是

要相信圣灵会引导你，会教你，就这样子的，你很快乐地读下去就

好了。你不需要那些解经书、参考书，等到有一天，你的灵命比较

成长了，你能够分辨，能够辨别的时候，你再来读别人的书。你现

在就这样，很简单很快乐地这样读下去，你相信圣灵会引导你，这

样就好了。”我真的很开心，在离去之前，这位牧师为我祷告，我清

楚有一个很甜蜜的恩膏进到我里面来。之后我这样开始读圣经，好

像圣灵的引导，就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清楚。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心”的预备，就是——圣灵是

我们读圣经最好的老师。所以，这样学习跟随圣灵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要紧紧地跟着我们的老师，紧紧地跟随圣灵，亦步亦趋，

与祂同步同行。在这个同步同行的关系里，你会觉得“我好像漫步在

经文之间，那些话语都活过来了”。 

后来我读了《约翰福音》六章 63 节，我就知道了，好像我也是

读了周牧师的《认识圣灵的捷径》这本书，让我开了一个窍，明白

了，原来圣经的话被圣灵膏抹，它就成为活泼的道，每一个字都活

起来了，所以读的时候非常的有趣。 

因此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了这个课程，主给我的这一

首诗歌就是《我独自来到花园里》。哈利路亚！不过我们进入这个诗

歌之前，我还有一些话给大家交通： 

这样我就在等候神跟经文之间，走得非常的有兴趣，充满了乐

趣，我非常感谢。我的整个信仰生活，是在家里这样很自由地，跟

随圣灵等候读经，这样很自由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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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总是先安静等候神，这是我每早晨的习惯。我常常安静

到主将一些要吩咐、要交代的话，跟我吩咐交代完了，祂会说：“那

现在我们来读圣经。” “哦，好啊。”我就很开心地、一步一步地跟着

祂走进经文里，好像走进了主的花园中，与祂同行，与祂漫步。可

是有时候，当主把所有的经文、要吩咐的话吩咐完了，祂要跟我教

导事情教导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心中已经渴得不得了了！神给我们

的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一个灵里活泼的人，我已经渴的不得了，就

等不及祂说“现在我们来读圣经。”我说：“主啊，我好渴，好不好？

现在我们来读圣经，求祢带领我！”我一定会有这句话“求祢带领

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与主同步同行，我或许跑到祂的前

头，我一个人来读圣经，没有祂的同行，我觉得有点枯干，不那么

有趣。所以我就要说：“主啊，求祢带领我！”因为我相信圣经耶稣

说:“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参太 21:22）那我就等到祂来与我同步

同行的时候，我就开始读经。 

总之，这个《如何跟随圣灵读圣经》的课程里头有一个不可缺

的老师，就是圣灵。阿们！ 

现在我们来唱第九首《我独自来到花园中》。 

这个诗歌的歌词，其实是因为主给我这首诗歌来跟大家分享。

祂开启我的时候，这些话充满了活泼的生命。我们来看第一段。 

“我独自来到花园中，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我独自来到主的

花园中，与主独处，我们需要这样很宝贵的与神独处的时间，来到

主的花园里，与祂独处，与祂漫步，与祂谈心。因为圣灵来与我们

同在，与我们同步了，那些经文在圣灵的膏抹下活起来了，它成为

活的道，像玫瑰花上露珠亮晶晶，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在向你招呼。

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容易感受到的是不管你读到哪里，

都能够在灵里感受到那些经文，在轻轻地给你传送一个意念：“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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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啊，祢好爱我！哈利路亚！祢是在爱里与我同行，在爱里建造我

的生命。”神赐给我们一个器官能够感受祂，就是“心”。祂创造我们

成为有灵的活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祂成为一条活的

道，让我们能够与神的心意、气息相交通。所以那些的话都活过来

了，这样的读经非常非常的有生命。 

下面“忽有温柔声，向我细叮咛，原来是神子耶稣。”这样的跟

随圣灵读圣经，是一个基督徒来学习如何藉着圣经，聆听神跟我们

说话一个最可靠的途径。当那些经文被圣灵膏抹而活起来成为活的

道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轻轻地回应。哈利路亚！ 

所以下面副歌说:“祂与我同行，又和我谈心，轻对我说，我属于

祂。”我们心内跟着主轻轻的鸣应。这个就是一种圣灵触摸我们的

心，或者说，祂跟我们的心说话。不是用肉身的耳朵能听的话语，

乃是在心灵里头的“轻轻鸣应”。那我们也在心里轻轻地回应祂:“主

啊，我爱祢！主啊，我真谢谢祢！”所以这个读经的过程一直进行下

去，就是我们跟主耶稣一个甜美的约会、甜美的交心。一路上都与

主同行，就是与神绑在一起，这是一个深度的安静等候神，同行在

经文间。 

“我与祂在一起情意殷殷，更谁知此中欢欣？”这是良人与佳偶

同行的甜美的时光。因此每天在清晨起来等候神，我可能常常会这

样跟人家一句话带过：“我清早起来等候神。”可是下面等候神的内

容是这么的丰富，包括我的读经生活。在读经里与圣灵同行，我与

祂在一起情意殷殷，更谁知此中欢欣？这样每一天的开始，被神的

话跟祂的灵，在祂的爱中被饱足的喂养。 

第二段“祂说话声何等美妙，众雀鸟都寂然而恭听。”哈利路

亚！祂有时候藉着经文在我们心里轻轻地鸣应，藉着经文直接说

话。那是藉着“天上的恩爱语、天上好音调，在我心轻轻鸣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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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生动的描写。天上恩爱语、天上好音调在我心轻轻鸣应。因

此这样跟随圣灵读圣经，是我们来聆听神，藉着经文跟我们说话一

条很宝贵的道路。所以每天在这里面流连忘返。 

第三段“当日色渐渐满园林，我还依依不忍遽离开。”我们有等

候经历的人都知道，在等候中神的膏抹渐深，特别当祂要教导我们

经文、开启我们经文的时候，祂的膏抹会很深的吸引我们。可是聚

会有时，约会的结束也有时。当这个约会教导时间渐渐要结束的时

候，那恩膏也会渐渐地淡下来，告诉你说：“孩子，我们的约会已经

到了尾声了。”好像日色渐黄昏，黄昏的暮色渐渐满园林，在告诉我

们分离的时候到了，我还依依不忍遽离开，不忍离开祂的同在、祂

的膏抹、这个老师智慧的教导。 

主说:“此去传好音，我刻刻与你同在。”主知道今天葡萄园需要

照顾，我们山上的约会时间结束了，就是下山，到了山下人群里去

服侍的时候。所以祂说:“此去传好音。”你去传福音也好，你去带聚

会也好，你去探访也好，总之这个时间结束了。 

 

第二部分    00:30-01:00 

就是我们带着祂的祝福、带着祂的恩膏、带着祂话语的智慧能

力，我们下山去工作、去服侍人的时候，祂说：“我刻刻与你同在，

你作任何事我都与你同在。”慕安德烈这句话很打动我的心，他说：

“一个基督徒每一天要先进入内室，开了门，就会看见神的荣耀。”

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这一条路是一条从内室出到营外去，让我们

靠着主的智慧能力、祂的喜乐、祂的恩爱，做任何事情都凡事顺

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一条路不是让我们一直坐在那里享受，

而祂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却像一潭死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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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祂轻嘱说：“此去传好音，我刻刻与你同在。”哈利路亚！

我们在这样的读经与主约会的时光里，也就是在等候神里，有跟随

圣灵里读圣经；同时在读圣经里也有等候。我可能第二周会讲到。  

那祂把我们预备好了。说真的，我现在一边外头有不少的服

侍，可能超过我在教会里面的，我自己还带着一个小教会，我常常

觉得有时候事情挤作一堆，我们无法预计我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

事。但是每早晨在山上主把你预备好了，你们就可以很喜乐的带着

神恩惠、跟祂同在的盾牌，这一天的每一件事情交在主的手中，祂

率领我们每天去经历基督的得胜。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条进入内

室出到营外去的宝贵的生活。 

好，我讲到“心”的预备，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圣灵是我们最好的

老师。 

第二个：这样的读经，你听我刚才这样讲，我想会有一个概

念，就是要与圣灵同行同步，你不要跑得太快，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急匆匆的赶着你的读经进度。有些教会他们每天见面弟兄姊妹打招

呼，问说：“今天你 QT 了没有？”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不要为

了赶你的进度而急匆匆的，不要把它当作一件事情赶着作，急匆匆

的去赶你的读经进度。你要与圣灵同步同行，你要相信圣灵，我们

原是祂所造作的。祂知道我们，祂晓得我们，祂知道我们的身量，

连我们头上的头发有几根毛（发），祂都数算过了。这样跟随圣灵读

圣经，圣灵是照着我们的身量，照着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来教导我

们，来引导我们。祂不会叫我们作过于我们所能够作的。像那些深

奥的知识加在一个幼小的生命上，祂不会作这样的事情。祂乃是照

着我们量身打造来给我们教导。 

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因为是在祂的恩言爱语里。即使被祂来

责备，也是在祂的恩慈里，来被祂责备，来被祂提醒。甚至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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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爱里光照中，我们经常地自己为罪、为义责备自己，这是一个

健康的基督徒生活。常常在主的光照中悔改、认罪，我们的生命这

样往前去，我们跟主的关系也这样往前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把读圣经当作一件赶进度的事情，

急匆匆的来做。你要等候圣灵来带领，与祂同步同行。如果你急匆

匆地跑在祂的前头，还来不及等到祂来引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开

始读了，那个滋味是两码子事！哈利路亚！因此你在读圣经以前，

会先有点安静的时候。 

好，哈利路亚，我稍停下来，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 

我刚才谈到这样跟随圣灵读圣经，就是要与圣灵同步同行。所

以你就要留意祂与你的同在，不要自顾自的跑了，那就失去了祂的

很多提醒、开启的机会。有时候你感觉到圣灵在一句话上，或者一

段话语或者一句话，甚至有时候停留在一个字句上（停留），那我们

的心就要跟着停留，这样才是与祂同步同行。 

停留下来作什么呢？求问、祷告、沉思、默想、逗留、徘徊，

或者有时候甚至是强留祂。这样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箴言》八章里面的一句话讲的非常的生动。请打开

《箴言》八章 34-35 节，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

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主不偏待人，“那人”就是你、就是

我、就是我们所有的同学。我读到这句话，我就跟主耶稣举手说：

“主啊，我就是那人，我就是那个有福的人；主啊，就是要成为那个

有福的人；主啊，我就是要常常在祢的话语面前，在祢的门口仰

望、徘徊、留恋、沉思、默想，哈利路亚！在祢门框旁边等候祢。” 

你必然会有所得着。就像《路加》二十四章耶稣复活之后祂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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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显现，祂也跟两个往以马忤斯去的人同行。这两个人，他们眼

睛迷糊，不认得耶稣。但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跟他们讲论圣

经，从摩西起，凡是有关于祂自己圣经上的话，都跟他们谈论的时

候，他们心中火热。哈利路亚！当耶稣与我们同行，跟我们讲论圣

经的时候，我们就心中火热，哈利路亚！我常常就说“主我发财

了”。所以大卫说：“祢口中的训言，胜于千万的金银。”（参诗

119：72）主跟我们开启，跟我们讲论圣经，我们就因此心中火

热。哈利路亚！ 

所以这样的读圣经，充满了乐趣，充满了生命。在主的同在

里，与主同步、同行在经文间。圣灵来开启，使我们认识圣经的作

者——认识祂，使我们因认识祂，看见祂的宝贵，而更加的爱祂。

因此，我常在这样的读经里，这些话语摸到我心安深处，圣灵也常

常在这时候膏抹下来。 

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我们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是每天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五章 18 节说：“你们乃要被圣灵

充满。”在这样的读经里头，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被圣灵充满。哈利路

亚！所以我常告诉我们，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被圣灵充满不

是一定要到聚会中来，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懂得跟随圣

灵读圣经，你每一天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在圣经里头讲的每一句

话，都是可以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让我们去经历耶稣，都是真实

的。因为这位引导我们读圣经的圣灵，祂是真理的圣灵，在祂所讲

的都是真实，都是会带我们去经历的。哈利路亚！ 

这样，在信心中叩耶稣的门，有时候甚或强留。就像这两个往

以马忤斯去的人，耶稣跟他们同行，到了他们所要去的村子了，耶

稣跟他们表示，说祂要继续往前行。但是这两个人强留祂：“祢跟我

们进村子去住下来吧。”强留祂，耶稣跟他们一起进村子去。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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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强留主，主会给我们有报赏的。也就是说，当圣灵有感动你，你

知道这是主在感动你说，你不要急匆匆地就给祂混过去了，那你就

是漏失掉了金银财宝。你要停下来，仰望、求问，像大卫那样“有一

件事，我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求问祂。”（参：诗篇

27:4）求问到你清楚，打破沙锅问到底。如果主一直沉默不语，常

常我就会说：“主啊，今天如果祢不给我话，我就不离开。”我的意

思是说，祢不给我话，我就不下山去作工。我要祢的话，求祢给我

话，这样给祂叩门，祂常常不忍心让我们失望。哈利路亚！ 

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求主给我们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

必祝福每一位线上的所有的同学。哈利路亚！我们就是那个有福的

人，每一天守望在耶和华的门框旁边，日日在等候祂。我们饥渴慕

义的心，能够吸引祂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叩门的心，能够感动神来

为我们开门；我们强留祂的爱、跟渴慕的心，能感动祂来回应我

们。这是“心”的预备。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样的读圣经，跟着圣灵前进，跟着圣灵停下来，

你必然会有所得。我讲到这里，我想，你可以听出我的分享中，简

要的来讲等候神跟读圣经是不可分割的。在安静等候神中读圣经，

与神同行，与神继续绑在一起。在等候读圣经中，遇到圣灵有感动

要你停下来，就在那里停下来逗留、徘徊、默想、仰望、祷告、沉

思，甚至强留祂。哈利路亚！主必然会有回应，让你兜满怀的金银

财宝。 

因此，千万不要急匆匆的读圣经，失去了更好的领受。哈利路

亚！在等候神跟读圣经是同一码子事，这样圣经跟圣灵持的很平

衡，有圣经、有圣灵。哈利路亚！神膏抹的话语就是活泼的道，那

些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在我们需用的时候，遇到急难的时候，

祂就发出力量、发出能力来，也发出智慧来。在这样一个末世，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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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更不要说是掌握它的时候，我们何

等需要这样内在的力量来支持我们，靠着主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呢！

靠着主继续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靠着主我们认识主，在任何环境下

爱慕主，那份心永不改变。与《启示录》那十四万四千人有份，

（49:25-49 断断续续听不清）预备基督的新妇，在预备启示录那十

四万四千人，跟随羔羊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

自己，预备我们的教会。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在读经中跟随圣灵。

哈利路亚，感谢主！ 

好，那么怎么开始呢？我想我的重点，还是在于今年网校的新

同学，我们需要把这个根基打好。所以，我用周牧师这本书《经历

神的捷径》。你有这本书的，请拿起来，就是 36、37、38 、39 四

个 page（页）。昨天慧杰已经做了 PPT，我看今天各个群里，已

经都有 post（上传分享）上了这一段。如何知道神借着圣经向人说

话？这本书《经历神的捷径》，你有的请举手，我看看有没有？有

的请举手。都没有？哦，有几个有。没关系！每一个群，包括微信

的群上，已经都有 post 上了。这是要你回去，在读经的时候操练

的，所以要好好的学习。这是进入跟随圣灵读圣经的第一课，初步

的学习。好，Emma 就请你给我们放 PPT，谢谢 Emma。我就先

念，如果你手边有书，就请你拿起《经历神捷径》第 36 页，就第三

章——如何知道神藉着圣经向人说话。 

我们在读经时，怎样才能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呢？我们可从

以下七种情况中，知道神是否在向我们说话？并可加以肯定。 

所以下面有七个非常清楚具体的教导。这是周牧师亲身经历，

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何等有福呢！减少了很多摸索的时间，直接

领受他生命的精华，来学习。而这七个，是让你这个礼拜回去以及

以后，你一直这样的操练，必然让你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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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我们读到某某章节时，心中特别有所感触。那些字句好

像显得特别大而凸出，这种感触往往是圣灵的感动，这时不妨在所

读经文上稍作逗留。并用心来仰望主，看看是否还有进一步和更深

的感受。 这是一种很好的属灵操练，这样做也是给圣灵有更多机

会，向我们说话。即便是一点轻微的感动，都不要轻易让它过去。

因为神现今说话的声音，不是像旧约时代，在西奈山上有火、雷

轰、地震。而是在我们心灵深处，所能听到的圣灵微小的声音，就

是轻微的感动或意识。” 

所以第一个讲的：有时候你读圣经，读到哪一句话，特别显得

特别大而凸出，它好像跳出来，让你注意它，跳出来吸引你，跳出

来要跟你说话，那你就要在这里逗留了。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可

以最直接地，问主说：“这一段话怎么特别大而凸出来？好像它跳出

来，要跟我说着什么话？主啊，求祢告诉我，祢要跟我说着什么话

吗？”这样求问。如果你不太清楚，就继续等候求问。我们常有一句

话说“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你在这个跳出来、大而凸出的字跟

前逗留、求问、默想、仰望。常常祂会给你一些引导、一些意念，

那你要相信，这是圣灵在引导你。你就继续祷告、默想，直到很清

楚了。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主让我想起一个多年前，这样的读经经

历。那个经文我是忘记了，可是这个经历，主一提起我想起来了：

那是我有一天也是清晨起来，这样等候就是读圣经。我读到一个

字，只有一个字，我忘了那个字是什么？那个字就是这样大而凸出

来。好像跳出来跟我说话，我不知道祂说的什么？但是我就停下

来。“主啊，祢要跟我说什么？好像祢在这里要我停下来，等候

祢。”我就停在这一个字面前等候，我可能等候有一会儿，后来我渐

渐哭起来了，我继续等候，没有离开。后来我哭得很大声，后来我

哭的很惨。就那个字因为我停下来逗留，圣灵可以作工，祂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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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一个很深的伤口。哈利路亚！那天早晨，像这样圣灵做工的时

候，你更不能急匆匆的离开，那个打开的伤口，你一离开它就又盖

起来了，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日，神再来打开它。所以我就一直等候

在那里（待续）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接上文）一直哭得很惨在那里，那个早晨祂医治我一个很深

的伤。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我们里面常有些事不能跟人讲的，哈利

路亚！神知道。 

所以，这样跟随圣灵读圣经，祂来牧养。有时候祂做一些特别

的工作的时候，真是没有哪一个牧师能够作得那么完美。所以，亲

爱的弟兄姐妹，跟随圣灵读圣经，留意祂的提醒，留意祂的感动，

要逗留，要徘徊，要求问。 

“二、有时候，当我们读到某段经文时，会感动地流下眼泪，甚

至情不自禁地大声哭泣，因为那些话句句摸到你的心，好像都是对

你说的。这时你可以肯定，这就是圣灵在向你说话，这不是情绪或

心理作用，乃是神亲自临到你。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你要特

别珍惜宝贵，并要尽量享受神的同在，停留在祂面前的时间越长越

好。你若这样领受，那些感动你的经文（即神的话），就要成为你的

生命和力量了。” 

哈利路亚！当你在那句话面前流连、感动、哭泣的时候，你要

停下来，你要逗留下来，你要等候在主耶稣面前。哈利路亚！祂必

定有事要作或者有话要指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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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一个例子:很早期，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在召会聚会的姐妹，

但是我忘记她怎么会跑到我们教会来的。她在市场卖衣服做小生

意，而且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只要能赚钱的事她都做。她又

是一个非常传统，“三从四德”的女人，因为她原来住在乡下，来城

市里头是来工作赚钱的。她有一个像圣经里面拿八那样粗暴的丈

夫，（参撒上 25:2-3）常常对她施加暴力。好像这个婚姻对她的意

义，她就要辛勤工作赚钱，照顾这个家，包括照顾这个粗暴的丈

夫，还要领受他的拳打脚踢。许多人劝她离婚:“这样的男人，你还不

离开他吗？”但是她是一个很保守的乡下女人，她觉得女人的婚姻应

该从一而终，不应该离婚，所以她就过着很辛苦的生活。 

有一天，她回乡下去，她一进家门的时候，那个家都是她辛苦

赚来的钱买的。她的丈夫带了一个女人，叫了一桌酒菜在他们家开

怀畅饮，看到她走进去，他们连个招呼都没有。她心里，那个情景

触动了她的怒气，可是她的丈夫比她凶悍太多了。她丈夫就起来把

整桌的酒菜翻了，然后拿起椅子，用椅子的四只腿脚打她的头，把

她打到地上，还用脚在她的身上踢她，她说她胸痛，她不知道她的

肋骨有没有被踩断？她这样子在电话里跟我哭泣。我说:“那你回来，

你回到我们这个城市，回到教会里来。你需要安静，你需要看医

生，需要疗伤。”真是不知道她的肋骨有没有被他踩断了？她回来

了，然后我就告诉她:“你要安静养伤，读圣经。”我教她读圣经，从

《箴言》开始。有一天早晨，我接到她的电话，她跟我说:“淑芳

姐，”（我早期认识的人都叫我“淑芳姐”，只有后来认识的才会叫我

“淑芳牧师”。）她说:“淑芳姐，我今天早晨按着进度，我读到《箴

言》二章 12 节这句话的时候，它说‘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

话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哭得

很伤心，我感到上帝在安慰我，好像觉得祂有话要跟我说，可是我

不知道祂要跟我说什么，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就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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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给她肯定:“这是主耶稣跟你说话，祂要你离开这可恶的恶人，

祂要救你脱离这样残酷的婚姻生活啊。”哈利路亚！ 

这样被圣灵膏抹的话，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

醒悟、更新的能力。终于叫这个乡村“三从四德”的妇女醒悟过来，

直到接受这是上帝给她的话语，她听了。哈利路亚！她再回去乡

下，把自己的伤疗好，回去乡下，就把那个恶人的东西（衣服）包

一包，把它丢在走廊，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她跟她的孩子搬到另

外一个乡村里，去开一个洗衣店，他们重新开始。我知道她带了很

多人信耶稣，因为在这个历程，她说:“知道上帝爱我，在告诉我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祂在跟我说什么？”像这样的事情我们

就是给她肯定，为她祷告分辨清楚了，鼓励她。神话语的能力终于

让这个保守的女人打破了传统的捆绑。哈利路亚！我举这个例子不

是在鼓励你离婚，而是在说被圣灵膏抹的话语大有能力，能够引导

我们。 

下面我们看第三段。 

“三、有时候，在我们读经时，当时并没有任何感动，事后却有

一两句话浮现在脑海里，叫你一再想起它；或是神藉着别人使你想

起当天所读过的那一句话，这种情形往往也是神在向你说话。你要

留意，并要顺服。按照圣经的原则，两个人或两次就是见证——印

证此事乃出于神。许多所谓巧合的事，往往都有神的安排和美意在

其中。” 

当时这样读过，没有任何感动，事后会有几句话，浮现在脑海

里，让你一再的想起它，这你就要留意了。我昨天有分享一个这样

经历，我想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留意圣灵轻微的感动，然后我们

求问清楚了。常常那样去作去遵行，祂引导你一条很宝贵的灵命成

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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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多年前，我跟着团队去上海服侍，周牧师继续往前行，我

跟几个同工先回台湾。我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一直

有一句话搁在那里，那句话是什么呢？——要一直注视看耶稣。我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上了飞机那一句话好像在我背包里，它跟

着我一直回台湾，那一句话跟着我回来，好像我行李带了这句话回

来，跟我形影不离。我回来以后安定好，我就静下来，回到我平时

的等候跟读经的时间。我就认真的求问：“主啊，这句话好像一个包

袱一直跟着，带着在我的背包里带回来。主啊，袮要告诉我说，为

什么一直在告诉我‘要一直注视看耶稣’呢？主啊，祢要提醒我什么？

难道我这个功课作的不好吗？好像我觉得，我作的还不错了。可是

主啊，为什么一直这一句话‘要一直注视看耶稣’在我心里呢？”主的

话是很清楚的，在主的话没有模棱两可。神的话是如同两刃的利

剑，祂的法则是精准的。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你要更深的注视耶

稣；你要更留意收回你游荡的心思。”然后祂光照我，让我俯首认

罪。我发现我脱离了祷告室，脱离了服侍，在服侍中我可以这样，

可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好好的守着，有时候有，有时候没

有，我自己不自觉，还以为我这个“收回游荡的心思”的功课作的不

错了。但是神都知道，祂就这样给我指引，给我提示。我开始，并

且藉着圣灵的光照显给我看。我看到：是的，我常常有时候心思也

是乱飘，原来，在我的思想里头我还有很大的空间，是我要学习

的，是没有被圣灵好好管理的时间和空间，我就开始有一个学习。

而这个“一直要注视耶稣”的功课，跟着我很多年。每年我去纽约特

会，都会带着功课回来。大概有两年我带回来的功课，也都是“要一

直注视耶稣”，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哈利路亚！ 

所以当祂对我们有提醒，有一两句话好像一直存留在我们心里

的时候，不要忽略的，要留意，要停下来好好的祷告，求问清楚，

这样祂指引我一条学习的道路。让我们明白，看到我那么多的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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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所以我就知道在我里面我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需要修补的。

渐渐的我会发现，当神有提醒我们要留意，当祂的功课、祂的指示

下来，我们要遵行。哈利路亚！ 

渐渐的我们就越来越焦聚在耶稣的身上；越来越容易意识到自

己飘荡出去的思想；越来越容易轻轻地收回；渐渐地往反的方向

去。明白主在《雅歌》书向那个书拉密女的呼唤：“我的鸽子啊，我

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的两眼像溪水边的鸽子眼。”（参歌 4：1）

祂引导我们一条路，收回游荡的心思。要一直注视耶稣，祂要赐给

我们有一双神所喜悦的鸽子眼。 

哦，这不是发财了吗？渐渐的祂引导我们继续在这个功课上前

进，祂要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很美的成长方向。我还做不到，但是知

道这几个神喜欢用在学习中，跟大家一起努力那个方向很美。“不见

一人，只见耶稣。”（参太 17:8 中）使我们的心越来越滋润，越来

越容易从四周围的人、事、物上收回来，专注再爱慕耶稣，在心里

渐渐形成一个不住的爱慕、不住的敬拜，以及一个不住的喜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留意听圣灵轻微的感动，逗留、求问、

仰望，把神的心意摸着了，就顺服遵行。哈利路亚！祂赐福我们每

一位必在其中，都是祂所拣选、所预备有福的人，这些我都有在学

习中。哈利路亚！  

 “四、有时候当你正在路上，或正在作事时，心里突然而来了一

节经文，这时你要特别留意，这不是空穴来风，先不要急着去找

它，只要记在心里，并相信，这就是神向你所说的话。若是神吩咐

你什么，你就要照着去行。如此神就会祝福你，并常向你说话。” 

哈利路亚！你就有福啦！祂跟你说什么话，我们要去遵行，祂

就更常向你说话。如果我们没有顺服，或者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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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让它过去了，唉，久而久之那感动就没有了，祂的话也没有

了，那多可惜呢？ 

“五、有时候当我们在默想一段经文或一节经文时，以前读过多

少遍都不明白，现在忽然茅塞顿开，有所领悟，这乃是圣灵将这句

话为我们解开了，使我们能领会神的话。这是圣灵亲自所教导的，

神也常以这种方式向人说话。” 

这是很享受的。哈利路亚！真理的圣灵祂会开启我们。所以，

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说：“求主耶稣智慧和启示的灵都照明

他们心中的眼睛明亮。”（参弗 1:17）我们现在打开这一个很帮助我

们的祷告，也是长久以来我一直在祷告的。请翻到《以弗所书》一

章第 17 节。保罗为众信徒，他今天也为我们祷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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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周牧师常教我们的，也是我大概一直都

这样祷告，经常这样祷告：“主啊，我好渴慕祢的话；主啊，我需要

祢的话；主啊，求祢来带领我读圣经。求主耶稣智慧和启示的灵来

开启我，开我的心窍，开我心中的眼睛明亮，带我进入祢话语中的

智慧和生命，以及你生命的训诲里。主啊，今早读圣经，求你不要

放过我。”我这样祷告，也不知道有多久，大概有一二十年了，哈利

路亚！我渐渐的越来越享受，经历祂的开启、教导。神的话是真实

的，那位我们最好的圣经老师是圣灵，祂是真理的圣灵，在祂所作

的工都是真实的，我们的每一句祷告神都不推却。所以，亲爱的弟

兄姐妹，常这样为自己祷告，求智慧跟启示的灵来开我们的心。 

再来，第六段：“六、有时候当我们读到或听到一句圣经的话

时，心里的疑问解决了，重担脱落了，忧愁变为喜乐，灰心变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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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软弱变为刚强，甚至身体或心灵的毛病得了医治。这时我们可

以肯定是圣灵向我们说了话，这也是神亲自触摸了我们。” 

我心里想到一个见证。我们把第七节读了，我一起来诉说。 

“七、神常在聚会中向人说话；祂多半藉着祂所恩膏的仆人和使

女向人说话，每次当你听道时，要留心听，你觉得有的话是针对你

而说的，而且那些话也都是圣经上的话，那你就可以肯定这是神在

向你说话。”我读到这里，下半句请大家读。 

好，我们现在要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四章 7 节，这句话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神会在聚会中

透过向人说话，我们要留心听。 

我现在讲的这个例子是真实的，最近才发生在我们教会。有一

次我们教会的年轻传道人，他话语讲完了。我有一些回应的话之

后，停下来，主就告诉我：“你的话停在这里，给弟兄姐妹来回应方

才我们传道的那一段信息。”我讲完，就有一个姐妹举手（迫不及待

的），她就说，当我们这个年轻的传道讲到《罗马书》四章 7 节“得

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时候，这句话撞到了她的

心，哈利路亚！她的心跳起来了，她就充满了喜乐，她好像很多年

的一个包袱被释放了。我们听了，一个肢体喜乐，整个身体就同被

喜乐的灵所感。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认同呢？因为我们这个姐妹她是

一年多前才来到我们中间的，有一次她很自然而然的带着她的儿

子，在聚会中跟我们有一点介绍她的家庭、她的儿子，然后她轻轻

的讲了一句话（我很留意听所有弟兄姐妹的话），她说：“我来到这

里，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过去是一个很不好的女人，是耶稣拯救

了我。”然后她就掉眼泪了。她说：“这句话释放了我的羞愧感，而

且这句话祝福我，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出来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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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我今天领受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祝福！除去了我所有过去

的羞愧感。”阿们！ 

因此，我们要留意，如果我们是那个分享话语的人，我们更需

要等候神，跟随圣灵读圣经，好让我们的话语都被神膏抹，弟兄姐

妹领受了，就是活泼的生命之道。神释放他们的问题，神祝福她。 

我跟大家来念这七个提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入门。亲爱的各位同学们，从这里好好去操练，我这门课是要

你去操练的。你每天都要读圣经，你就这样做，跟随圣灵读圣经，

留意圣灵的感动。哈利路亚！你必然得福！无穷的喜乐藏在其中。

祂会按你的身量一直不断的教导你往前。祂不会让你停留在一成不

变之中，因为祂是活的神。今天就从我们这个最基本的教导，大家

来学习、来操练。 

我今天的话讲到这里。我停下来，看看这个课要怎么结束。 

祷告：主啊，祢是圣灵，给我们是没有限量的。主啊，求祢照

着祢荣耀的丰富，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膏抹下来，把这一份跟随圣灵

读圣经的恩膏降下来！哈利路亚！来开启线上所有同学们的心，好

让这一条活泼的道路，每一天在紧紧的跟随中，充满乐趣地前进。

耶稣啊，好让祢的孩子们身量一年一年地成长，赞美耶稣！哈利路

亚！而祢是无限智慧、无限伟大的神，让我们认识祢！按祢给我们

的智慧跟身量，不断地更新我们的读经与研经，不断地开启我们，

不断地教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在这里，下个礼拜六再见！这个课听完是要回去操练

的哦。谢谢主！如果主有带领，我就要检查你们的功课哟。感谢

主，这是一个甜美的功课，回去以后好好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