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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圣灵读经 賴牧師 2020-3-28 

第一部分 00:00-00:03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在北美的:早安。 

这是我们如何《跟随圣灵读圣经>第二周的最后一堂课。 

我们开始唱一首短歌来与主连接——《祂是一切最亲》。这是

周牧师和师母很喜欢合唱的一首短歌《祂是一切最亲》。 

唱诗：《祂是一切最亲》。 

祂就在你的里面，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唱给住在我

们里面的主听。 

祷告： 

主，谢谢祢，宇宙之宝，就住在我里面。何等的宝贵，我何等

蒙福。我心爱祢！主啊，我爱祢！哈利路亚！谢谢祢与我同住同活。 

主啊，谢谢祢住在我里面，成为我每一天无穷的喜乐力量的源

头。主，因着祢是我每一天快乐的泉源，哈利路亚！我真要高歌！

向主高歌！耶稣我爱祢！哈利路亚！哦，主耶稣，我感谢祢！我赞

美祢！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快乐，因

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 

主啊，谢谢祢用喜乐油膏了我们的头，用喜乐油膏抹今天的最

后一堂课。哦，主耶稣，祢还有更快乐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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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邀请在北美的一位姐妹，她很爱神，因为进入 JMI 而

成为一个很快乐的人。你看到她，她常常面带笑容，满口耶稣，好

像是一个耶稣迷，她就是靖安。她要跟我们分享她操练跟着圣灵读

圣经的心得。 

靖安分享： 

亲爱的家人们好。《跟随圣灵读圣经》，上一周我听了好感动，

所以，我一口气听了好多遍。霎时间，让我回到 20 年前，开始追求

主的道路，就是主和我最亲密交通的时刻，使我有与主同在的甘甜。

这一首《我独自来到花园中》，伴我度过漫长的岁月，很奇妙，神

的吸引，带领我有更渴慕地来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不知不

觉就掉到主耶稣的爱里，让我享受在其中。我也真的很感恩，这几

年在进入 JMI 学习，使我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喜乐的人，因为神把无

限量的圣灵赐给了我。我想到这一生，原来神早就安排预备我的心，

进入祂同在的话语里面。真的是带领我进入天天内室的生活，真是

无限量，多么的宝贵与主独处在这个花园里，这是何等的真实。我

感谢主。 

主啊！谢谢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耶稣祢在我的里面。这一生

过去的 20 年，我要来荣说，我现在真的是要高歌、来赞美、来喜乐、

来分享，因为祢是活着的主，因为祢把活的话语，因着我的渴慕，

因着孩子来到祢面前，主啊，祢丰丰富富地赏赐下来。主啊，我要

来分享我如何跟随圣灵进到神的话语里面。 

主啊，我天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读神的话语，有的

时候真的是读得不知所云，真的是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好像是一

个很深奥的书。但是，主啊，因为祢自己吸引我，就让我坐在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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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前，哦，主啊，我就是来等候祢。主啊，祢打开祢智慧的话语来

引导孩子进到祢的圣经，祢的宝贵的话语。我记得真的是花上了这

个岁月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祢的话语中推敲，因为我读不懂。主啊，

在这不懂中间，我不知不觉就在祢的话语中逗留了许久、摸索、仰

望、等候。我没有想到真的是在我等候中，在我安静中，祢的话语

由我头脑进到我的心，主啊，在我不能，在我不懂，在我无知，主

啊，祢就悄悄的透过祢的话语，一句一句进来祢来帮助我。好像我

不是用头脑来认识祢，而是用我的心来吸收祢，来吃祢。渐渐的我

好像有一点被开启，然后那个光就进到我的里面，然后我就看到了

话语中的奇妙，更看到了自己原来在造物主面前是何等何等的，何

等的何等的可怜，何等的需要主。主啊，谢谢祢，谢谢祢。祢说凡

寻找祢的，渴慕祢的，祢就向他开启。我真的是好感恩，圣灵藉着

祢的话语一点一滴打开了，让孩子眼目被祢开启，带领我进到这个

花园里。主啊，在祢的亮光之中不断地来破碎，不断地从自己的里

面一步一步的，在这个深坑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孩子出来。主啊，

孩子无法诉说，这真是天上的福音。 

主啊，祢来到我们的中间，何等的感恩！我不知道如何来分享，

但是主啊，我知道我的日子一天一天，在这二十年中一下子就溜走

了。我现在要来荣说，在这漫长的岁月，我留在祢的话中，在祢的

光中由破碎而释放自己，哦，主啊，能够出来跳躍，欢呼而高歌。

真的是主啊，祢何等的怜悯！主啊，孩子今天成为怎样的一个人，

不是我如今有多么的好，乃是孩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面，原来祢早

就拣选我们，成为一个合祢心意，祢心所喜爱的，蒙主所用的一个

器皿。主啊，谢谢祢！孩子今天仍然是贫穷的。但是主啊，祢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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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断地来读祢的话语，不断地被祢来建造，不断地吸取天上来

的福音、祢活泼的话语。 

感恩祷告：主啊，原来我们读圣经，祢把祢的灵降临在我们每

一位属主的儿女的身上。哦主，我们的心完全浇奠在祢的面前，俯

伏敬拜。主啊祢就来开启，进入到祢更深的水流里面，圣灵的水流。

主啊谢谢祢！很多的时候，我仍然是无话，仍然是不懂，但是在祢

的话语里面，祢的圣灵带领孩子进入更深地更深地与祢来联合。孩

子被祢的话语，被祢的圣灵来开启。主啊，我们就要因祢而活着，

谢谢祢。今天的时间是多么地不够，孩子的言语是多么地有限。但

是一想到主耶稣，祢就是那个话，祢就是那个主，祢就是那个灵。

我们的灵与天上的灵，与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灵联合了。主啊，我

们乃是神人联合。主啊，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主耶稣祢的日子如

何，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喜乐就是如何。谢谢耶稣，祢所赐的圣灵

是无限量的，祢的供应是无限量的。孩子就要停留在这里，主啊，

求祢的圣灵继续来作吸引，吸引我们来喝祢话语的乐河的水，救恩

的泉源就要在我们里面涌流。主啊，我们活着是靠祢活的话语来涌

流，来流出，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要祝福别人的管道。主啊谢谢祢！

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谢谢靖安的分享。她一开始提到她起先对话语不懂，但

是，她锲而不舍的，主就一点一滴地开启她。 

亲爱的同学们，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窍门，就是常常跟主说:

“主啊，我不懂。主啊，这个我不会，请祢来教我。”我们的主最

喜欢听祂的孩子跟祂表示：“主啊，我不懂，请祢教我，请祢开我

的心窍。”你仔细听靖安的学习就从这里开始而进入主一点一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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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入祂话语的光中，进入祂话语的喜乐，直至进入那无穷喜乐

的泉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座宝库——依靠圣灵读圣经。

哈利路亚！如果你也像靖安起先那样，觉得自己读不懂圣经，你也

不要灰心。你像靖安那样跟主说:“我不懂，”后面再加一句，“我

需要祢教我，求主教我。”祂一定会帮助你。 

有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心里上有什么跟主之间的障碍，甚至

我曾听到有人说他无法读圣经，你也只要跟主耶稣敞开：“主啊，

我有这个障碍，我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但祢是我的主。主啊，请

祢帮助我，挪去我跟祢之间的这个帕子。主啊，祢是我的主。祢知

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主啊，我把我这个障碍交托给祢，主啊，求祢

来帮助我，进入跟随圣灵读圣经中的喜乐。”哈利路亚！ 

主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耶稣把祂那无穷永爱，浇灌在线上所

有同学的身上。祂带领我们，建造我们，破除我们的障碍，乃是在

祂的爱里。哈利路亚！也求主今晚把一个对神的信任放在我们的当

中，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问题向祂倾诉，祂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赞美主！ 

我们在这里稍安静一会儿，觉得圣灵在浇灌我们。我们等候片

刻，祂来带领。 

刚才靖安有谈到：主吸引她、引导她，在话语里她学会逗留、

徘徊；在神的同在中，与主同行；在祂的花园里慢慢的，主就一点

一滴的开她的心窍，一点一滴的带她进入话语里。啊！这是一个多

么美的见证。也是要赐给所有线上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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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圣经不是一件事情，乃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乐趣。跟在祂同在

的爱中，圣灵一点一滴的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哈利路亚！这是一个

自然的过程。你只要不要着急，而信任主，等候祂，跟随祂，享受

祂带领你进入的乐趣。但不是停留在那个感觉，也不是停留在那个

美好的感觉里。乃是你每一次遇见主，透过经文你认识祂，你渐渐

的成为主的良朋密友。祂开我们的心窍，让那些话语的智慧、能力、

全能，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属灵的产业。哈利路亚！ 

而这样的读圣经，我们的心灵，上一周我们讲到“心”的预备，

就是不要匆忙。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心”的预备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我们

要渴。 

渴的要主，我们要“要”。像靖安那样“要主”。即使我不懂，

我们不放弃，我跟主“要”，祂就会给我们。 

再来我们要倒空自己。要“渴”，要“要”，要“空”。 

我们乃是来到耶稣跟前，直接来被祂牧养。也就是主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五章 39-40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

生命。”（约 5:39-40） 

“你们查考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句话

语的意思简单地来讲，我们读圣经，要读到耶稣那里去。不要只读

到头脑里，或者知识里。读到耶稣那里，耶稣说：“我是真理，我

是道路，我是生命。”（参约 14:6）读到祂那里了，我们就领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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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开启的真理，领受祂给我们指引的道路，领受祂给我们的生

命。包括喜乐，说不出来的平安，甚至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得到医治。 

 所以，这也是周牧师曾告诉我们的，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读

到知识里，或者是头脑里，乃是要读到耶稣那里，就是遇见耶稣，

或者读到耶稣的脚前。 

第二部分 00:30-01:00 

因此荣教师有一句话非常宝贵，她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

是把我们引到耶稣跟前去的。”而这个把我们引导耶稣跟前去的，

就是藉着真理的圣灵，就是依靠圣灵读圣经，就是跟随圣灵读圣经。 

我们只要心里有渴慕，一直要耶稣，祂能够回应我们。因为圣

经说：“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凡祈求的，就必得着。”

（参太 5:6；参约 16:24）所以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主，我要。”

以及祈求，呼求，不放弃的心。主啊，你一定可以帮助我。 

现在我要谈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要倒空自己。 

倒空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一些信主多年的，每天读圣经，

这个经文，这本圣经要给我们读一辈子。你不要以为说：“这段经

文我很熟悉， 我过去读到这里的时候，主藉着这经文告诉我一件事

情，或者在我身上作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

些都要放下、倒空、归零。 

因为我们的神是作新事的神，祂每日供应新鲜的吗哪。因此你

要倒空，成为一个空的器皿。你要虚心成为一个“贫穷的人”， 成

为像《启示录》三章主耶稣给老底嘉教会那一段话语里那样成为一

个——“困苦、可怜、又贫穷的人。”（参启 3:17）甚至有时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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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样祷告“我甚愿一生都像一个穷乞丐来祢的面前，向祢买眼药

膏擦亮我的眼睛，向祢要圣灵的膏油来充满我，来教导我。”然后，

你千万不要想着说：“啊，这段经文我很熟悉了，她就是在讲这个

这个这个，上一次主用这经文教我这件事情等等，那是过去的。” 

每一次主有新的恩典，过去的恩典就感谢主交给主。我们每一

次要抱着期待的心，“主啊，我来领受祢今天新的恩典。因此我把

过去对这段经文的印象，求耶稣的宝血来洗去，让我好像是第一次

读圣经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怀着我很熟悉了，我懂了，过

去主告诉我说什么，怀着过去的经历，那新鲜的膏油就止住了。祂

就没有办法教我们什么了。我们就一直会停留在过去的认识，在旧

的恩膏里。 

我们这个人要常常领受新鲜的膏油，因为昨天有昨天的恩典，

每一日都有每一天新的恩典。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告诉主：“主，每天我要来领受祢新鲜的恩膏。”所以千万不要想，

啊，这个经文我很熟悉的，哦，她就是说什么什么的，这些都要放

下。 

在《列王记上》十七章 14--16节这一段话，以利亚在基立溪干

旱之时，耶和华吩咐他到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家里来被她供养他。他

到了寡妇那里，这个寡妇跟他说：“我家里就是我跟我儿子，瓶里

只剩下一点油，坛里剩下一点面，我就是出来找一些柴，把这个面

跟油做个小饼吃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以利亚吩咐她说：

“你就用这一点面跟油作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吃。”我想这个寡妇

她也不敢说：“不要，”她就说：“好，那死就死吧。”但是，以

利亚告诉这个寡妇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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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

日子。”这个寡妇这样供养以利亚，果真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

油也不短缺，她跟她的儿子就这样，在供养以利亚直到天下雨的这

个过程，经历到耶和华的供应。 

亲爱的同学们，跟随圣灵读圣经也是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泉源，因为神的供应是没有限量的。祂是我们的父，是看顾我们

供应我们的父，神能供应我们在每个不同生命阶段所面对的问题，

或者未来不久我们即将面对的问题，以及祂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

祂都给予我们生命的粮建立我们的信心，德性，生命。 

因此同一段经文她能供应我们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灵粮，叫我们

在我们生命中作不同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阶段来读圣经都能够蒙

恩惠，有恩福，吃的饱足。因为我们紧紧的连结于这位生命，赐生

命的主。因为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参约 6：

50-51）祂是活的神，哈利路亚！就像靖安刚才分享所说的，这位神

是活的神。祂透过跟随圣灵的读经给我们的是活的道，叫我们永远

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的恩膏不但不会枯竭，也不会陈旧。 

所以我们心里要常常倒空，成为一个空的器皿，要虚心成为一

个“贫穷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无有的人”，在神面前永远不要跟

祂说：“我懂了。”那恩膏就止住了。永远告诉祂说：“主啊，我

这里不知道，请祢教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利亚跟这个寡妇。 

我下面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以利沙例子，这是在《列王记下》四

章。以利沙来到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的家里，她的先生刚刚过世了。

这个妻子就哀求以利沙说：“现在有债主来，要取我两个儿子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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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以利沙就问她说：“我可以为你们家作什么呢？好，你告诉

我，你家里有什么？”她就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

什么了。”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的器皿，不要少借。

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就是家里仅剩的一

瓶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

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她就

倒油，器皿都满了，她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

“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参王下 4:1-6） 

亲爱的同学们，神作事的法则——再没有空的器皿，油就止住

了。哈利路亚！我们要学习让自己归零。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

上，有一句话“归回一张白纸”。好像我们在打电脑的时候，我们

回到 Space 从这里来开始。每一次都是新的经历，神能照着衪的大

能大力，照着祂荣耀的丰富，把你带进祂新鲜的生命、真理跟道路

里，供应你每日的灵粮。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赞美主耶稣！因祂

将那泉源之地赐给你了。 

我来谈一个，我最近读《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在行淫中被

抓的女人那一段经文。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读

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新的感受。但是我读完了，主那个恩膏在那里，

祂的同在停留在这一段经文，祂的膏抹在这一段经文。祂继续吸引

我注意看这段经文，我进入默读、默想，哈利路亚！我告诉主说：

“主啊，我知道祢没有要我再读下去，也没有要我离开。祢是否是

在这里有话要告诉我？或者祢有圣灵的工作，要作在我身上？”所

以，我就在这里停下来，就是逗留、等候。“主啊，求不要因为这

一段经文我很熟悉就放掉我，主啊，求祢不要放过我。”我就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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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留恋、默想这一段经文，这就是更深地等候神，等候在这段

经文里。 

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第五章，有讲到安静的意义。安静是

在神同在中，神圣的时刻。所以，像我面对这一段经文，但是我灵

里很清楚，主没有要我离开，也没有要我读下去，祂吸引我逗留在

这里，等候、思想、默想。我没有什么感动，也没有什么话语。那

就是《安静等候神》第五章讲到的——安静时刻，是荣耀的时刻，

是神圣的时刻，因为神与你同在，就顺服这个恩膏的带领，停留在

这里。我停留了好一会儿，慢慢的我里面有了动静了，我有了圣灵

的光照了。我渐渐地走近这一段经文里，好像觉得我就是这个有罪

的女人。虽然在婚姻中，我并没有犯什么淫乱的罪，但是主作了一

个很新鲜的工作，我走进这段经文里，看到我罪人的本相，提醒我

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就跟主说：“虽然我并没有在婚姻中犯什么

淫乱的罪，但是我过去，也曾经除了耶稣以外有所追求。主啊，我

有属灵的淫乱的罪，我认我自己的罪，求祢赦免我。”圣灵一直光

照我，我就随着祂的光照，跟着一个一个悔改，认罪悔改。因为我

们依靠圣灵读圣经，就是紧紧地跟随圣灵。我在那里面，好像认罪

了好一阵子，我很久没有这样子了，后来我就哭起来了。我哭什么

呢？我感谢主耶稣，祢帮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我最怕的就是我成

为一个老基督徒，而忘记了我罪人的本相，忘记了我是一个蒙恩的

罪人，还自以为我有什么。“主啊，祢何等的爱我，保护我，看守

我！哈利路亚！”这样带我进入经文里，让我意识到不止这个女人

有罪，我自己也有罪人的本性，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那一段

时间，我洗了一个属灵的 Shower,洗了一个属灵的澡。我起来的时

候满心感谢赞美耶稣！“主耶稣，谢谢祢！祢这样不离不弃的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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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我常常跟主耶稣祷告说：“主啊，求祢紧紧的拉着我，

不要让我放纵私欲，不要任凭我而去。因为我不敢信靠我自己，我

知道我是不可靠的，我不小心就会滑出去了。”有一句话，主把它

常放在我心里就是“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格外地谨慎。”

（参林前 10:12）这一句话常出现在我的心里，提醒我、拉着我。

所以当那个早晨，我读这一段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主恩待我、怜

悯我，我很感恩。 

因为我很怕我会成为一个老基督徒。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

是常常有圣灵的光照，常常悔改、认罪。这样我们身上常带着圣灵

的工作，常带着耶稣死的印记。“主啊！”祂这样一次一次将我们

置于死地，让我们在祂话语的光中，交出我们的老我。哈利路亚！

看到自己没有什么。 

周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这些牧者要很小心，不要披戴一个牧师的

头衔，不知不觉自己就被高举了，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

那个早晨，主在我身上作了很深的光照，我真是感激的不得了!我泪

流满面，主，祢这么爱我!我起来歌颂赞美主耶稣！主，祢没有放掉

我，主，求祢一生一世都不要放掉我，不要拉掉我，不要让我任凭

己意。因为我也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一般的人，我不小心

“老我的尾巴”就会翘起来。我感谢主啊！这个时候，祂常把那一

句话：“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格外的谨慎。”（参林前

10:12）放在我心里，就把我压下去了。哈利路亚！我们真是靠着耶

稣基督就可以走在祂生命与平安的道路。我们自己这个旧人是不可

靠的。因此，我起来感谢赞美，欢呼喜乐，谢谢主!即使我这么大年

岁了，主，祢还把我当小孩子、一个小朋友那样的教导我，开启我，

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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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进入《申命记》八章 7-10节，我们来看《申命记》八章，

这段经文在这里的意义就是讲到:跟随圣灵读圣经，哈利路亚！永远

不要自以为有了，千万不要想这段经文我懂了，过去，主这样告诉

我。每次都是第一次，都是新鲜的；每一次神能作越来越深，而不

断地让我们在读经中，经历耶稣的死与祂复活的生命，显在我们的

身上，好让我们身上永远带着一个新鲜的膏油。 

现在我们一起来朗读《申命记》八章 7-10 节:“因为耶和华你

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

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

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

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祂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哈利

路亚！这就是一个倒空成为一个无有的人，领受圣灵新鲜的吗哪，

新鲜的工作。哈利路亚！ 

所以，有一个早晨，主在给我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唉，我心

中有一个图像，我看见了宝库的门拉开了，金子、银子、珍珠、宝

物倾泻而出，哗啦，哗啦，倾泻满地，我赶忙伸出手去承接，抱满

怀。跟随圣灵读圣经是通向耶稣基督的宝库，探囊取物，一条宝贵

的道路。 

所以，你听靖安的分享，你听我刚才分享，我最近读《约翰福

音》，我跟着教会的进度读第八章，行淫时被抓的女人的那一段。

你知道，后来我们读着读着跟随圣灵，最轻微的感动都不放掉，祂

就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接受圣灵的光照。哈利路亚！再一次接

受生命的破碎，再一次去经历耶稣的死和祂的复活。有时候，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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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祂的面前，哭倒在耶稣的脚前，有时候都满怀被祂的爱来所充满。

这是一个泉源，一座宝库。 

所以，同一段经文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生命里，我们成为一

个无有的人，来到主的面前，祂都可以在我们身上作很奇妙的工作，

祂让我们都满怀。因此，耶稣呼召我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

中有生命，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参约 5:39-40）我们

读圣经不能只有话，要有灵，话与灵要平衡。所以，要依靠圣灵读

圣经，留意祂最轻微的感动，完全地顺服圣灵的感动。哈利路亚！ 

这样跟随圣灵读圣经使我们更认识神。哦，主啊，祢在我身上

的工作永远作不完。哈利路亚！认识祂的无限的伟大，认识圣灵的

工作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主啊，我要大大地向祢开口，向祢要—

—要更爱神，认识到，主啊，祢是这样地无微不至地看顾我，知道

我这个老基督徒不可以放松。啊！我真爱祢！感谢祢！就更加地常

常思想起祂，就敬拜祂，爱慕祂，而渐渐地心中有一个不住地敬拜；

不住地爱慕；不住地感谢；不住地赞美。感谢主！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像我这样一个老基督，又被人尊称为牧师。弟兄姐妹都对我

很好，我就很怕自己不知不觉在许多的好里面，也自以为美好，就

成为不知不觉被一个帕子所遮蔽，落在不冷不热里，有一天神会把

我吐出去，就是与祂无份。所以，我想到主就藉着这样一个快乐的

读圣经，每早晨我们只要给祂有足够的时间，不要催赶，祂能作。

哈利路亚！使我们认识祂，祂还能开启我们经文、话语，祂是最好

的圣经教师。我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感动，祂是最宝贵的。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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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周牧师跟师母他们年数这么大了，依然这样的火热爱主。

相对的，我也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个相反的景象，我心里很警惕自己

的。主啊，你不要拉掉我。哈利路亚！ 

亲爱的同学们，跟随圣灵读圣经就是这一条活泼的道路。让我

们常常经历祂奇妙的工作越来越深，经历祂的爱越来越深，经历祂

的教导、开阔我们对整个经文的视野，宽广的思考空间，认识祂。

哈利路亚！何等的宝贵呀！让我们一生都有着主耶稣在《启示录》

对以弗所教会，祂所责备的就是“你什么都好，但有一件事我要责

备你，就是你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参启 2:4）我读的这个话，

我也心惊胆跳。主啊，我不要这样。哈利路亚！这条路就这样每一

次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衪复兴我们，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讲到这里衪何等宝贵啊！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这位最好的

圣经老师，没有跟随圣灵，没有祂的引导教导，那真的不是一件好

的事情，在我看来。主真谢谢祢，赐下这一条活泼的道路。 

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好想带领大家感谢耶稣，赞美耶稣！唱这

一首《祂是一切最亲》。 

唱诗：《祂是一切最亲》。 

上一周我们有分享到《箴言》的一句话，很生动的描述了我们

读圣经的时候，能够吸引神来开启我们，教导我们的。在《箴言》

八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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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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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鼓励各位最亲爱的同学们，依靠圣灵读圣经。哈利路亚。

如果祂没有要你离开，你就继续怀着渴慕的心默想、默读、逗留、

徘徊，哈利路亚。有时候你觉得这段经文，好像心里也没有特别的

领受或者感受，也没有特别的亮光，但是感受到主并没有要我离开

这段经文，我们也就象刚才那样继续逗留在那里，等候在那里。这

时候这就是更深的等候神。在等候中读圣经，也在读经中等候。只

要你知道读圣经的恩膏依然在，没有感觉，不是依靠感觉，乃是凭

靠信心，知道你是等候在耶稣面前，在祂的同在中，虽然无言无语，

要继续这样在信心中，在那神圣的安静中等候，学习这个更深的等

候神的功课。唉，什么时候你感受到突然天亮了，晨星显现了，就

是祂打开了这段经文的时候。今天祂给你要分享的方向，祂所开启

的，所点亮的，常常能够让听的人里面马上就有回应，好像他里面

的天也亮了，被点燃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越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对圣灵越敏

锐。祂要开启我们就是一下子之间的事情，祂点亮了！哈利路亚！

这就是《彼得后书》一章 19 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

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的心

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就等候在这一段话语面前默想，沉思、

仰望，只等到天发亮。祂的光一霎时之间临到，指引你一个清晰的

方向，我们的灵里就清楚，不会是模模糊糊的，哈利路亚。 

现在，我想再带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

13-14 节。（这段经文，周牧师也常带我们读。）我现在跟大家分

享十六章 13节就好，主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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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

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这一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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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分成三段、三个意义来跟大家分享。上面这一段：“直等真理

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我们明白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祂自

己是真理的圣灵，祂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明白真理。使我

们心中火热。因此，亲爱的同学们，你读圣经不是凭感觉是凭信心。

你要在信心中，如果你感觉到，主让你在这里停留，那你就顺服，

在这神圣的安静里，在这段经文中默想、思想、等候，只等到晨星

发亮，再向你显明的时候，你突然就能够明白，那时候，你会好快

乐，你就发了财了！哈利路亚！ 

再接下来第二段，“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见

的都说出来”圣灵所开启我们的，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

见的，就是把祂从主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圣灵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是摸着神的心意。这里有神的话，有神的灵，摸着神

的心意，作合神心意的人，作合神心意的服侍，使你或向左，或向

右，都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参赛

30:21）我们岂不都渴望像大卫被耶和华称赞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吗？

因为他摸着神的心意来行事，来服侍。我们所盼望的也是能摸着神

的心意。这样，神的话就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走的是义

人的道路，是跟随神的道路，神使你越走越明亮。因为义人的道路

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参箴 4:18）就是没有一点

阴影。你这样领受神的话，在跟随圣灵读圣经中，领受神的话，你

从内室走向营外，你去服侍，你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的，我们手所

作的工是金银宝石的，因为你跟圣灵，神带你走生命与平安的道路。

哈利路亚！这样的时候是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总不动摇！ 

因此，亲爱的同学们，你听了我这两堂课，不要把它当做一个

信息，而是要开始操练。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你就从我们上一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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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周牧师的书《经历神的捷径》里七个方法，如何透过读圣经

来聆听神跟你说话，来学习来操练，渐渐的，你配合等候神，学习

在等候中读圣经，在读经中与圣灵，亦步亦趋、同步相随。或随行

或停，都与祂同步同行、依靠祂，祂用云柱、火柱护蔽你，遮盖你。

哈利路亚！ 

在没有任何感动的地方，没有任何领受的地方，但你心里清楚

主让你在这里逗留，你就顺服的逗留。哈利路亚！在信心中等候、

安静，在这神圣的安静中就是操练更深的等候神。赞美主！或许有

工作要作，或许有很宝贵的话语要吩咐，总之，你要以圣灵一步一

步，亦步亦趋的同行，哈利路亚！不是凭感觉，乃是在信心里。 

这一句话的第三段：“必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祂呼召你、

差遣你、吩咐你，要你去作前头的事，祂会透过读圣经的时候告诉

你。你不需要依靠别的什么牧师来为你祷告，为你按手祷告告诉你，

祂自己会透过你跟随圣灵读圣经来告诉你，神的话就成为你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你走的是义人的道路，越照越明毫无阴影，你行在

神话语的光中。你不需要像《雅各书》一章 7节，那个女子好像蒙

着脸的人。蒙着脸就是灵里模糊，不知道是否该跟上去或者停下来；

不知道是否该向左或是向右。 

亲爱的同学们，你这样跟随圣灵读圣经，常常领受神的话、圣

经的话，并且你的服侍也从这里出来，并且有属灵长辈的印证和确

认，你这样走下去，你的路是很平稳的。 

我现在要告诉你，我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很感谢主，因为神

预备了周牧师成为我属灵的遮盖，我才有这样勇敢的心，以一个

“不学无术”的人回应主的呼召，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我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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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我每一件事情报告他，他就问我说：“淑芳，这件事情耶

稣怎么说呢？”我就知道了，我要跟他报告之前，我一定要自己祷

告过，拿着圣经的话来跟他谈。现在我也这样子来问我的同工，

“这件事情主耶稣怎么说呢？”他们要赶紧回去好好的祷告，拿着

主的话，一定要有主的话。我告诉你，我刚出来的早期，我有时候

领受说，主好像要我带领我们教会去传福音、去作这个、去作那个，

都给周牧师打回票，都被他否认了。我也感谢主，祂也给我一个很

勇敢的心常常被否认。 

所以在开始学习的时候，有属灵的遮盖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渐

渐的渐渐的，我们有同伴的遮盖。渐渐的我们操练学习的心窍通达，

灵里越来越清晰。刚起初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像《雅歌》书一章 7

节讲的那个蒙着脸的人（参歌 1:7）就灵里不灵光、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帮你察验。而我真的，我被周牧师否认

了很多，打了很多的回票。主也在训练我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渐

渐的我们习练的心窍通达，渐渐的我们可以拿着主的话，祂叫我去

哪个地方服事，我一定先祷告，有了祂的话、有了祂的差遣，我会

跟周牧师报告请他给我察验，他也同意了，我这样一个人就拿着主

的话出去了。所以，祂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

越这样学习，越会习练的心窍通达。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这是你操练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当作一

个信息。你要开始从日常生活中就去学习。哈利路亚！你会越学习

越熟练，像圣经讲的习练的心窍通达。每一次主给你话，你要顺服，

要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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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我读圣经，主给我的话、给我的引导就

是常常像这样的，要我去照顾教会某一个年轻的姊妹。她在大学里

念书，她需要有人关怀、有人照顾。祂给我的事情就是这些，或者

祂常常告诉我，什么时候周末，我要请我们的 Mary 到我们家来吃饭。

哈利路亚！神也祝福我，我们 Mary 就是我们宣教士、我的牧师。我

们 Mary 来我们家吃一顿饭，她就跟我未信的先生还有孩子传福音，

渐渐的她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主这样告诉我，就这样顺服。她每

一次来吃饭就带走我们家一个人，有时候她会带着同工来一起跟我

们家人传福音，这里也是顺服就必蒙福。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周牧师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怕犯错，主允许

我们在错误中学习，我也是这样子的。哈利路亚。 

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现在就开始操练跟随圣灵读圣经。按

着上一周我们讲的《经历神捷径》书中七个重点，我们从这里来学

习。你会越学习越熟练，慢慢的随着你生命的成长，还有灵里的敏

锐度的越来越敏锐。圣灵看你有渴慕的心，祂会开你的心窍，你就

不会停留在《雅歌》书一章 7 节那个好像蒙着脸的人。因为就是他

灵里模糊，你渐渐的就知道怎样跟随圣灵了。 

现在是开始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千万不要把这两周的课只当

作一个信息听听就过去了，那于事无补。现在就开始操练。 

求主把一个勇敢、尝试学习的恩膏赐给大家，也求主耶稣把一

个分辨学习领受话语的恩膏，主啊，求祢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丰丰

富富膏在线上每一个同学的头上。让我们都领受祢智慧跟启示的话、

恩膏，主啊，引导他们勇敢的去操练，引导他们勇敢的去学习。求

主帮助每一个同学，有了主的话就勇敢坚定的去顺服。周牧师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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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使是顺服错了，主也看到我们有勇敢学习的心跟顺服的心，

而使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因为一切的好处“能听的耳、能看

的眼都是耶和华所赏赐的。”（参箴 20:12）求主把一个渴慕的心

赏给每一位同学们，把一个不断“要”的信心、决心赏给我们，也

引导我们在等候的道路上天天来等候、在读经中有等候、在等候中

有读经、有话语、有经文。耶稣谢谢祢！ 

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人，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二十多年来这样

快乐读圣经、徜徉在话语里。读圣经是快乐的事情，因为倚靠圣灵，

不是倚靠知识。圣灵也在这个读经过程，教我许许多多的东西，教

我很多世上的知识、智慧，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常告诉祂“主

我遇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主，但我知道祢是我一

切问题的答案，我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祢，等候祢，”祂就透过经文

来教导我，甚至有时候是保护我跟保护教会，免得我把教会带错了

方向，这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主让我这样来跟大家两周的分享，因为祂正在建造圣

殿。《列王记上》记载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

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王上 6:7） 

亲爱的同学们，“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

都没有听见。”是什么意思？祂在安静中建造祂的圣殿（我们的每

一位），祂在安静中建造基督的新妇，就是通过跟随圣灵读圣经，

通过在安静中等候中读圣经，在读圣经中更深地等候神。所以，等

候神跟读圣经是不可分割的，圣经与圣灵是不可分割的。这样走的

很平衡，吃的很平衡。有圣经，有圣灵，读经的工程中有祷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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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有赞美、有欢唱。我相信圣灵正在预备《启示录》中所讲的

那十四万四千基督的新妇。因为这已经是末后的日子，主就站在门

口，祂就要回来了，祂正在预备基督的新妇，就是圣洁、没有瑕疵

圣灵所居住荣耀的殿，就是你我，我们线上所有的每一位同学。祂

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因为祂是

在安静中建造的。就是这一条依靠圣灵读圣经。我相信这殿末后的

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也相信圣经的话说：“在后的，要在

前。”（参太 19:30，20:16；可 10:31；路 13:30） 

亲爱的同学们，神必大大地赐福与你们，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

过先前的荣耀，在后的，要在前。神祝福大家。在操练的过程中，

享受祂的乐趣。我的话到这里。时间超过了一点点，谢谢你们包容

我，我的课就停在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