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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對人說話的十種方式

朱植森牧師

神對人說話的十種方式

朱植森牧師

2

神的話使人認識 神，倚靠
神，並且產生對 神的信心，
使人與 神合而為一，直到今
日，聖靈依然藉著不同方式對
我們說話，說三方面的話

神的話使人認識 神，倚靠
神，並且產生對 神的信心，
使人與 神合而為一，直到今
日，聖靈依然藉著不同方式對
我們說話，說三方面的話

3

1.主耶穌當時沒有講過的話

2.聖經上的話－教會真理

3.將來的事

1.主耶穌當時沒有講過的話

2.聖經上的話－教會真理

3.將來的事

4

約翰福音十五：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
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

約翰福音十五：7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
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
你們成就。

5

第一種方式
神親自顯現說話或藉天使

傳話

第一種方式
神親自顯現說話或藉天使

傳話

6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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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面對面與摩西說話並且得見
神的形像

2.神向亞伯拉罕顯現

3.天使救羅得

1.神面對面與摩西說話並且得見
神的形像

2.神向亞伯拉罕顯現

3.天使救羅得

8

4.天使與雅各摔跤，並賜新名
以色列

5.神再度向雅各顯現說話

6.約書亞親自見 神

4.天使與雅各摔跤，並賜新名
以色列

5.神再度向雅各顯現說話

6.約書亞親自見 神

9

7.神向基甸顯現並呼召他

8.天使向撒迦利亞、馬利亞、
牧羊人顯現

7.神向基甸顯現並呼召他

8.天使向撒迦利亞、馬利亞、
牧羊人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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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主耶穌降世為人，「道成肉身」
說話，復活後四十天向門徒顯
現講說天國的事

10.天使向保羅顯現

9.主耶穌降世為人，「道成肉身」
說話，復活後四十天向門徒顯
現講說天國的事

10.天使向保羅顯現

11

民數記十二：4－5
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暗說、
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這裡、他們
三個人就出來了。耶和華在雲柱中降
臨、站在會幕門口、召亞倫和米利暗、
二人就出來了。

民數記十二：4－5
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暗說、
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這裡、他們
三個人就出來了。耶和華在雲柱中降
臨、站在會幕門口、召亞倫和米利暗、
二人就出來了。

12

民數記十二：6－7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
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
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僕人
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民數記十二：6－7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
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向
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僕人
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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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數記十二：8－9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
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
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呢。耶和
華就向他們二人發怒而去。

民數記十二：8－9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不用
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你們毀謗
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懼怕呢。耶和
華就向他們二人發怒而去。

14

創世記十七：1－4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
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與你立約、
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亞伯蘭俯伏在
地、 神又對他說、我與你立約、你
要作多國的父。

創世記十七：1－4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
他顯現、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
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與你立約、
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亞伯蘭俯伏在
地、 神又對他說、我與你立約、你
要作多國的父。

15

創世記十七：5－7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
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
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
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
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 神。

創世記十七：5－7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要叫
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
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
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
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 神。

16

創世記十七：8－10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
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
我也必作他們的 神。神又對亞伯拉
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
我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
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
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創世記十七：8－10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
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
我也必作他們的 神。神又對亞伯拉
罕說、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
我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
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
的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17

創世記十七：11－12
你們都要受割禮．〔受割禮原文作割
陽皮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節同〕
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你們世世
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
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
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創世記十七：11－12
你們都要受割禮．〔受割禮原文作割
陽皮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節同〕
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你們世世
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是在
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
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18

創世記十七：13－15
你家裡生的、和你用銀子買的、都必
須受割禮．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
肉體上、作永遠的約。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
因他背了我的約。 神又對亞伯拉罕
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
他的名要叫撒拉。

創世記十七：13－15
你家裡生的、和你用銀子買的、都必
須受割禮．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
肉體上、作永遠的約。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
因他背了我的約。 神又對亞伯拉罕
說、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
他的名要叫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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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創世記十七：16－17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
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
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亞
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裡說、一
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麼．撒拉已經
九十歲了還能生養麼。

創世記十七：16－17
我必賜福給他、也要使你從他得一個
兒子、我要賜福給他、他也要作多國
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從他而出。亞
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裡說、一
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麼．撒拉已經
九十歲了還能生養麼。

20

創世記十七：18－19
亞伯拉罕對 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
在你面前。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
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
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
他後裔永遠的約。

創世記十七：18－19
亞伯拉罕對 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
在你面前。 神說、不然、你妻子撒
拉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
叫以撒、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作
他後裔永遠的約。

21

創世記十七：20－22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
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
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到
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
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神和亞伯拉
罕說完了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創世記十七：20－22
至於以實瑪利、我也應允你、我必賜
福給他、使他昌盛極其繁多他必生十
二個族長、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到
明年這時節、撒拉必給你生以撒、我
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 神和亞伯拉
罕說完了話、就離開他上升去了。

22

創世記十八：1－2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
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
帳棚門口。舉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
對面站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
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創世記十八：1－2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伯拉罕
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
帳棚門口。舉目觀看、見有三個人在
對面站著．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
迎接他們、俯伏在地、

23

創世記十八：17
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
亞伯拉罕呢．

創世記十八：17
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
亞伯拉罕呢．

24

創世記十八：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
重、聲聞於我。

創世記十八：20
耶和華說、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甚
重、聲聞於我。



3/11/2019

5

25

創世記十八：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
要剿滅麼。

創世記十八：23
亞伯拉罕近前來說、無論善惡、你都
要剿滅麼。

26

創世記三十二：22－24
他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
女、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雅博渡口。
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
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
他摔跤、直到黎明。

創世記三十二：22－24
他夜間起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
女、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雅博渡口。
先打發他們過河、又打發所有的都過
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個人來和
他摔跤、直到黎明。

27

創世記三十二：25－27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
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
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
我去罷．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
就不容你去。
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
雅各。

創世記三十二：25－27
那人見自己勝不過他、就將他的大腿
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窩正在摔跤
的時候就扭了。那人說天黎明了、容
我去罷．雅各說、你不給我祝福、我
就不容你去。
那人說、你名叫甚麼、他說、我名叫
雅各。

28

創世記三十二：28－29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
以色列、因為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
得了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
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
在那裡給雅各祝福。

創世記三十二：28－29
那人說、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
以色列、因為你與 神與人較力、都
得了勝。雅各問他說、請將你的名告
訴我．那人說、何必問我的名．於是
在那裡給雅各祝福。

29

創世記三十二：30－32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
〔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我
面對面見了 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毘努伊
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
不喫大腿窩的筋、直到今日、因為那
人摸了雅各大腿窩的筋。

創世記三十二：30－32
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叫毘努伊勒。
〔就是 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說、我
面對面見了 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毘努伊
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
不喫大腿窩的筋、直到今日、因為那
人摸了雅各大腿窩的筋。

30

創世記三十五：9－11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 神又向他顯
現賜福與他．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
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要叫
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你要生
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
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創世記三十五：9－11
雅各從巴旦亞蘭回來、 神又向他顯
現賜福與他．且對他說、你的名原是
雅各、從今以後不要再叫雅各、要叫
以色列、這樣、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神又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你要生
養眾多將來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
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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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創世記三十五：12－15
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
賜給你、與你的後裔。 神就從那與
雅各說話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
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
油．雅各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創世記三十五：12－15
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
賜給你、與你的後裔。 神就從那與
雅各說話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
那裏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澆
油．雅各就給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32

約書亞記五：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
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
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約書亞記五：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
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
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
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33

約書亞記五：14－15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
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
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耶
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
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
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約書亞記五：14－15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
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
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耶
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
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
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34

士師記六：11－12
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亞比
以謝族人約阿施的橡樹下。約阿施的
兒子基甸、正在酒醡那裏打麥子、為
要防備米甸人。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
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阿、耶和華
與你同在

士師記六：11－12
耶和華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亞比
以謝族人約阿施的橡樹下。約阿施的
兒子基甸、正在酒醡那裏打麥子、為
要防備米甸人。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
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阿、耶和華
與你同在

35

士師記六：13
基甸說、主阿、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
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事呢‧我們的列
祖不是向我們說、耶和華領我們從埃
及上來麼‧他那樣奇妙的作為在那裏
呢‧現在他卻丟棄我們、將我們交在
米甸人手裏。

士師記六：13
基甸說、主阿、耶和華若與我們同在、
我們何至遭遇這一切事呢‧我們的列
祖不是向我們說、耶和華領我們從埃
及上來麼‧他那樣奇妙的作為在那裏
呢‧現在他卻丟棄我們、將我們交在
米甸人手裏。

36

士師記六：14－15
耶和華觀看基甸、說、你靠著你這能
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不
是我差遣你去的麼。基甸說、主阿、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
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
家是至微小的。

士師記六：14－15
耶和華觀看基甸、說、你靠著你這能
力去從米甸人手裏拯救以色列人‧不
是我差遣你去的麼。基甸說、主阿、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
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
家是至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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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士師記六：16－18
耶和華對他說、我與你同在、你就必
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基甸
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給我一個
證據、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離開這裏、等我歸回、將禮
物帶來供在你面前‧主說、我必等你
回來

士師記六：16－18
耶和華對他說、我與你同在、你就必
擊打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基甸
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給我一個
證據、使我知道與我說話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離開這裏、等我歸回、將禮
物帶來供在你面前‧主說、我必等你
回來

38

路加福音一：11－13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
現。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天
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
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
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
他起名叫約翰。

路加福音一：11－13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
現。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天
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
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
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
他起名叫約翰。

39

路加福音一：20
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
信、你必啞吧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
就的日子。

路加福音一：20
到了時候、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
信、你必啞吧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
就的日子。

40

路加福音一：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
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
拿撒勒．

路加福音一：26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
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
拿撒勒．

41

路加福音一：26－28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
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
拿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
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
名字叫馬利亞天使進去、對他說、蒙
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
了。

路加福音一：26－28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奉 神的
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這城名叫
拿撒勒．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
配大衛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
名字叫馬利亞天使進去、對他說、蒙
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
了。

42

路加福音一：29－32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
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天使對他說、
馬利亞、不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經
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
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
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
他．

路加福音一：29－32
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覆思想
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天使對他說、
馬利亞、不要怕．你在 神面前已經
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
名叫耶穌。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
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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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路加福音一：33－35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
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
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
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
稱為 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
稱為聖稱為 神的兒子〕

路加福音一：33－35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
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
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
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
稱為 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
稱為聖稱為 神的兒子〕

44

路加福音一：36－38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
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
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
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
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
了。

路加福音一：36－38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
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
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
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
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
了。

45

路加福音二：8－10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
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
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路加福音二：8－10
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
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
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
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
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46

路加福音二：11－13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
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
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
讚美 神說、

路加福音二：11－13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
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
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
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
讚美 神說、

47

路加福音二：14－15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
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
悅歸與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
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路加福音二：14－15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 神、在地上平
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
悅歸與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
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

48

使徒行傳一：1－3
提阿非羅阿、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
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他藉
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
接上升的日子為止他受害之後、用許
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
的事。

使徒行傳一：1－3
提阿非羅阿、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
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他藉
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
接上升的日子為止他受害之後、用許
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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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使徒行傳二十七：23－25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 神、他的使者昨
夜站在我旁邊說、保羅、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
的人、 神都賜給你了。所以眾位可
以放心、我信 神他怎樣對我說、事
情也要怎樣成就。

使徒行傳二十七：23－25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 神、他的使者昨
夜站在我旁邊說、保羅、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
的人、 神都賜給你了。所以眾位可
以放心、我信 神他怎樣對我說、事
情也要怎樣成就。

50

如何追求主的顯現如何追求主的顯現

51

1.愛主
2.渴慕主的顯現
3.聖潔的生活
4.敬畏 神
5.祈求聖靈，倚靠聖靈，

讚美聖靈，等候聖靈

1.愛主
2.渴慕主的顯現
3.聖潔的生活
4.敬畏 神
5.祈求聖靈，倚靠聖靈，

讚美聖靈，等候聖靈

52

約翰福音十四：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翰福音十四：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53

提摩太後書四：7－8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
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
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
愛慕他顯現的人。

提摩太後書四：7－8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
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
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
愛慕他顯現的人。

54

希伯來書十二：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
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希伯來書十二：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
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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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詩篇25：12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
擇的道路。

詩篇25：12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
擇的道路。

56

詩篇25：14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將自
己的約指示他們。

詩篇25：14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將自
己的約指示他們。

57

第二種方式
耳朵聽得見的話語

第二種方式
耳朵聽得見的話語

58

神親自說話或藉著天使傳話，人
只聽見清楚的聲音卻看不到說話
的 神； 神說話就代表祂的顯
現， 神常一步一步帶領，把話
分段分時說出來。

神親自說話或藉著天使傳話，人
只聽見清楚的聲音卻看不到說話
的 神； 神說話就代表祂的顯
現， 神常一步一步帶領，把話
分段分時說出來。

59

撒母耳記上三：21
耶和華又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將
自己的話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這
話傳遍以色列地。

撒母耳記上三：21
耶和華又在示羅顯現、因為耶和華將
自己的話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這
話傳遍以色列地。

60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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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 神一面忍耐以利和他的兩個
兒子悔改，一面等撒母耳成
長，能聽並傳講祂的話。
神呼喚童子撒母耳，撒母耳
未能分辨是神的聲音，因未
認識耶和華，也未得耶和華
的默示

1. 神一面忍耐以利和他的兩個
兒子悔改，一面等撒母耳成
長，能聽並傳講祂的話。
神呼喚童子撒母耳，撒母耳
未能分辨是神的聲音，因未
認識耶和華，也未得耶和華
的默示

62

2.撒母耳長大了，他禱告 神即回答，
許可以色列人立王，命撒母耳膏掃
羅為王，命撒母耳膏大衛

2.撒母耳長大了，他禱告 神即回答，
許可以色列人立王，命撒母耳膏掃
羅為王，命撒母耳膏大衛

63

3. 神回答約書亞困惑，艾城戰敗乃
因以色列人中有人取了當滅之物

3. 神回答約書亞困惑，艾城戰敗乃
因以色列人中有人取了當滅之物

64

4.神用耳朵聽得見的話語回應人的
禱告，例：父印證子三次從天上說
話主在大馬色路上對掃羅說話

4.神用耳朵聽得見的話語回應人的
禱告，例：父印證子三次從天上說
話主在大馬色路上對掃羅說話

65

撒母耳記上三：1－4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
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
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臥在自己的地
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神的燈
在 神耶和華殿內約櫃那裏、還沒有
熄滅、撒母耳已經睡了。耶和華呼喚
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裏。

撒母耳記上三：1－4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
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
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臥在自己的地
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神的燈
在 神耶和華殿內約櫃那裏、還沒有
熄滅、撒母耳已經睡了。耶和華呼喚
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裏。

66

撒母耳記上三：5－6
就跑到以利那裏說、你呼喚我、我在
這裏‧以利回答說、我沒有呼喚你、
你去睡罷‧他就去睡了耶和華又呼喚
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
你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回答說、
我的兒我沒有呼喚你、你去睡罷。

撒母耳記上三：5－6
就跑到以利那裏說、你呼喚我、我在
這裏‧以利回答說、我沒有呼喚你、
你去睡罷‧他就去睡了耶和華又呼喚
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
你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回答說、
我的兒我沒有呼喚你、你去睡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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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撒母耳記上三：7－8
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
耶和華的默示。耶和華第三次呼喚撒
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
你又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纔明白
是耶和華呼喚童子。

撒母耳記上三：7－8
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
耶和華的默示。耶和華第三次呼喚撒
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裏說、
你又呼喚我、我在這裏‧以利纔明白
是耶和華呼喚童子。

68

撒母耳記上三：9－10
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你仍去睡罷
‧若再呼喚你、你就說、耶和華阿、
請說、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去仍睡在
原處。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
喚說、撒母耳阿、撒母耳阿‧撒母耳
回答說、請說、僕人敬聽。

撒母耳記上三：9－10
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你仍去睡罷
‧若再呼喚你、你就說、耶和華阿、
請說、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去仍睡在
原處。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
喚說、撒母耳阿、撒母耳阿‧撒母耳
回答說、請說、僕人敬聽。

69

撒母耳記上三：11－13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在以色列中必
行一件事、叫聽見的人都必耳鳴。我
指著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我必
始終應驗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訴他必
永遠降罰與他的家、因他知道兒子作
孽、自招咒詛、卻不禁止他們。

撒母耳記上三：11－13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在以色列中必
行一件事、叫聽見的人都必耳鳴。我
指著以利家所說的話、到了時候我必
始終應驗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訴他必
永遠降罰與他的家、因他知道兒子作
孽、自招咒詛、卻不禁止他們。

70

撒母耳記上三：14－16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說、以利家的罪
孽、雖獻祭奉禮物、永不能得贖去。
撒母耳睡到天亮、就開了耶和華的殿
門、不敢將默示告訴以利。以利呼喚
撒母耳說、我兒撒母耳阿、撒母耳回
答說、我在這裏。

撒母耳記上三：14－16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說、以利家的罪
孽、雖獻祭奉禮物、永不能得贖去。
撒母耳睡到天亮、就開了耶和華的殿
門、不敢將默示告訴以利。以利呼喚
撒母耳說、我兒撒母耳阿、撒母耳回
答說、我在這裏。

71

撒母耳記上三：17－18
以利說、耶和華對你說甚麼、你不要
向我隱瞞‧你若將 神對你所說的隱
瞞一句、願他重重的降罰與你。撒母
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以利、並沒有
隱瞞‧以利說這是出於耶和華、願他
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撒母耳記上三：17－18
以利說、耶和華對你說甚麼、你不要
向我隱瞞‧你若將 神對你所說的隱
瞞一句、願他重重的降罰與你。撒母
耳就把一切話都告訴了以利、並沒有
隱瞞‧以利說這是出於耶和華、願他
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72

撒母耳記上三：19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
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撒母耳記上三：19
撒母耳長大了、耶和華與他同在使他
所說的話、一句都不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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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撒母耳記上三：7
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
耶和華的默示。

撒母耳記上三：7
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
耶和華的默示。

74

撒母耳記上八：4－6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
母耳、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你兒
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
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撒母耳
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
就禱告耶和華。

撒母耳記上八：4－6
以色列的長老都聚集、來到拉瑪見撒
母耳、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你兒
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
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撒母耳
不喜悅他們說立一個王治理我們‧他
就禱告耶和華。

75

撒母耳記上八：7－8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
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
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
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
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
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

撒母耳記上八：7－8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
切話、你只管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
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
王。自從我領他們出埃及到如今、他
們常常離棄我、事奉別神、現在他們
向你所行的、是照他們素來所行的。

76

撒母耳記上八：9
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
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
們。

撒母耳記上八：9
故此你要依從他們的話、只是當警戒
他們、告訴他們將來那王怎樣管轄他
們。

77

撒母耳記上八：21-22
撒母耳聽見百姓這一切話、就將這話
陳明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對撒母耳
說、你只管依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
王‧撒母耳對以色列人說、你們各歸
各城去罷。

撒母耳記上八：21-22
撒母耳聽見百姓這一切話、就將這話
陳明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對撒母耳
說、你只管依從他們的話、為他們立
王‧撒母耳對以色列人說、你們各歸
各城去罷。

78

撒母耳記上九：15－16
掃羅未到的前一日、耶和華已經指示
撒母耳說、明日這時候、我必使一個
人從便雅憫地到你這裏來、你要膏他
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脫離
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聲上達於我、
我就眷顧他們。

撒母耳記上九：15－16
掃羅未到的前一日、耶和華已經指示
撒母耳說、明日這時候、我必使一個
人從便雅憫地到你這裏來、你要膏他
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脫離
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聲上達於我、
我就眷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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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撒母耳記上十六：1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
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
‧你將膏油盛滿了角、我差遣你往伯
利恆人耶西那裏去因為我在他眾子之
內、豫定一個作王的。

撒母耳記上十六：1
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
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呢
‧你將膏油盛滿了角、我差遣你往伯
利恆人耶西那裏去因為我在他眾子之
內、豫定一個作王的。

80

撒母耳記上十六：2－3
撒母耳說、我怎能去呢、掃羅若聽見、
必要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帶一隻
牛犢去、就說、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
祭。你要請耶西來喫祭肉、我就指示
你所當行的事、我所指給你的人你要
膏他。

撒母耳記上十六：2－3
撒母耳說、我怎能去呢、掃羅若聽見、
必要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帶一隻
牛犢去、就說、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
祭。你要請耶西來喫祭肉、我就指示
你所當行的事、我所指給你的人你要
膏他。

81

撒母耳記上十六：4－5
撒母耳就照耶和華的話去行‧到了伯
利恆、那城裏的長老都戰戰兢兢的出
來迎接他、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
麼‧他說、為平安來的‧我是給耶和華
獻祭‧你們當自潔、來與我同喫祭肉‧
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眾子自潔、請他
們來喫祭肉。

撒母耳記上十六：4－5
撒母耳就照耶和華的話去行‧到了伯
利恆、那城裏的長老都戰戰兢兢的出
來迎接他、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
麼‧他說、為平安來的‧我是給耶和華
獻祭‧你們當自潔、來與我同喫祭肉‧
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眾子自潔、請他
們來喫祭肉。

82

撒母耳記上十六：6－7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
就心裏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
面前。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
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
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
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母耳記上十六：6－7
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
就心裏說、耶和華的受膏者必定在他
面前。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
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
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
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83

撒母耳記上十六：8－10
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
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耶西
又叫沙瑪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
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耶西叫他七
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
說、這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

撒母耳記上十六：8－10
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
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耶西
又叫沙瑪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
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耶西叫他七
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
說、這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

84

撒母耳記上十六：11－12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裏
麼‧他回答說、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打發人去叫他來、
他若不來、我們必不坐席。耶西就打
發人去叫了他來‧他面色光紅、雙目
清秀容貌俊美‧耶和華說、這就是他
你起來膏他。

撒母耳記上十六：11－12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裏
麼‧他回答說、還有個小的現在放羊‧
撒母耳對耶西說、你打發人去叫他來、
他若不來、我們必不坐席。耶西就打
發人去叫了他來‧他面色光紅、雙目
清秀容貌俊美‧耶和華說、這就是他
你起來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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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撒母耳記上十六：13
撒母耳就用角裏的膏油、在他諸兄中
膏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
大感動大衛‧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撒母耳記上十六：13
撒母耳就用角裏的膏油、在他諸兄中
膏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
大感動大衛‧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86

約書亞記七：10－11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
這樣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
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
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
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裏。

約書亞記七：10－11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
這樣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
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
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
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裏。

87

約書亞記七：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
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
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
在了。

約書亞記七：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
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
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
在了。

88

約書亞記七：13
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說、你
們要自潔豫備明天‧因為耶和華以色
列的 神這樣說、以色列阿、你們中
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
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約書亞記七：13
你起來、叫百姓自潔、對他們說、你
們要自潔豫備明天‧因為耶和華以色
列的 神這樣說、以色列阿、你們中
間有當滅的物‧你們若不除掉、在仇
敵面前、必站立不住。

89

約書亞記七：14
到了早晨、你們要按著支派近前來‧
耶和華所取的支派、要按著宗族近前
來‧耶和華所取的宗族要按著家室近
前來‧耶和華所取的家室、要按著人
丁、一個一個的近前來。

約書亞記七：14
到了早晨、你們要按著支派近前來‧
耶和華所取的支派、要按著宗族近前
來‧耶和華所取的宗族要按著家室近
前來‧耶和華所取的家室、要按著人
丁、一個一個的近前來。

90

約書亞記七：15
被取的人、有當滅的物在他那裏他和
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燒‧因他違背了
耶和華的約、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
了愚妄的事。

約書亞記七：15
被取的人、有當滅的物在他那裏他和
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燒‧因他違背了
耶和華的約、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
了愚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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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馬太福音三：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
喜悅的。

馬太福音三：17
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
喜悅的。

92

馬太福音十七：5－8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
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
聽他。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
害怕。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
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
耶穌在那裏。

馬太福音十七：5－8
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
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
聽他。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
害怕。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
不要害怕。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
耶穌在那裏。

93

約翰福音十二：28
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
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
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約翰福音十二：28
父阿、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
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
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

94

使徒行傳九：3－5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
發光、四面照著他．他就仆倒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
為甚麼逼迫我。他說、主阿、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使徒行傳九：3－5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
發光、四面照著他．他就仆倒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羅、你
為甚麼逼迫我。他說、主阿、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95

使徒行傳九：6－7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
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
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使徒行傳九：6－7
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
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
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

96

使徒行傳二十六：13－14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
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我們都仆倒在地、
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
說、掃羅、掃羅、為甚麼逼迫我．你
用腳踢刺是難的。

使徒行傳二十六：13－14
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看見
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著我、
並與我同行的人。我們都仆倒在地、
我就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
說、掃羅、掃羅、為甚麼逼迫我．你
用腳踢刺是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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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使徒行傳二十六：15－17
我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
你所逼迫的耶穌。你起來站著、我特
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
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
事、證明出來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
外邦人的手。

使徒行傳二十六：15－17
我說、主阿、你是誰。主說、我就是
你所逼迫的耶穌。你起來站著、我特
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證、
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
事、證明出來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
外邦人的手。

98

使徒行傳二十六：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
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
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二十六：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
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
下歸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
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99

如何追求如何追求

100

1.藉著重生和被聖靈充滿使心竅
打開，靈耳敏銳才能領會 神的
聲音

2.追求成為屬靈的人

1.藉著重生和被聖靈充滿使心竅
打開，靈耳敏銳才能領會 神的
聲音

2.追求成為屬靈的人

101

3.凡事求問 神，而且如果 神
已吩咐就要主動去做

4.多讀聖經，並且遵守 神的教訓
神才會繼續說話

3.凡事求問 神，而且如果 神
已吩咐就要主動去做

4.多讀聖經，並且遵守 神的教訓
神才會繼續說話

102

希伯來書五：13－14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
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
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
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希伯來書五：13－14
凡只能喫奶的、都不熟練仁義的道
理．因為他是嬰孩。惟獨長大成人的、
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
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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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哥林多前書二：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
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

哥林多前書二：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
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

104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105

歷代志上十五：12－13
對他們說、你們是利未人的族長‧你
們和你們的弟兄、應當自潔好將耶和
華以色列 神的約櫃、抬到我所豫備
的地方。因你們先前沒有抬這約櫃、
按定例求問耶和華我們的 神、所以
他刑罰〔原文作闖殺〕我們‧

歷代志上十五：12－13
對他們說、你們是利未人的族長‧你
們和你們的弟兄、應當自潔好將耶和
華以色列 神的約櫃、抬到我所豫備
的地方。因你們先前沒有抬這約櫃、
按定例求問耶和華我們的 神、所以
他刑罰〔原文作闖殺〕我們‧

106

歷代志上十五：14－15
於是祭司利未人自潔、好將耶和華以
色列 神的約櫃抬上來。利未子孫就
用杠、肩抬著 神的約櫃、是照耶和
華藉摩西所吩咐的

歷代志上十五：14－15
於是祭司利未人自潔、好將耶和華以
色列 神的約櫃抬上來。利未子孫就
用杠、肩抬著 神的約櫃、是照耶和
華藉摩西所吩咐的

107

約翰福音十四：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翰福音十四：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
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108

如何分辨 神的聲音、魔鬼的
聲音或自己的聲音
如何分辨 神的聲音、魔鬼的
聲音或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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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魔鬼也會說話所以必須分辨1.魔鬼也會說話所以必須分辨

110

2.神的話是有能力的、積極的、
合乎真理的、鼓勵性的，榮耀
神且為 神的國度；若出於 神
的話，一定會有印證，別人也會
有同感

2.神的話是有能力的、積極的、
合乎真理的、鼓勵性的，榮耀
神且為 神的國度；若出於 神
的話，一定會有印證，別人也會
有同感

111

3.出於魔鬼則是使人懷疑困惑、
退後、灰心、高舉自己，引起
嫉妒、恨紛爭

3.出於魔鬼則是使人懷疑困惑、
退後、灰心、高舉自己，引起
嫉妒、恨紛爭

112

4.出於自己的思想，則是不太
明確，或是總往好處的地方去想

4.出於自己的思想，則是不太
明確，或是總往好處的地方去想

113

馬太福音四：1－4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
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
了。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
是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
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馬太福音四：1－4
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
的試探。他禁食四十晝夜、後來就餓
了。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
是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
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114

馬太福音四：5－6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
上、〔頂原文作翅〕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
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
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馬太福音四：5－6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
上、〔頂原文作翅〕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
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
托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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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馬太福音四：7－9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
試探主你的 神。』魔鬼又帶他上了
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
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
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馬太福音四：7－9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
試探主你的 神。』魔鬼又帶他上了
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
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
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

116

馬太福音四：10
耶穌說、撒但退去罷．〔撒但就是抵
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因為經上記
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
他。』

馬太福音四：10
耶穌說、撒但退去罷．〔撒但就是抵
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因為經上記
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
他。』

117

第三種方式
聖靈在心中說話

第三種方式
聖靈在心中說話

118

父和子常以肉身顯現或直接對
我們說話，但聖靈卻在內心對
聖徒說話，尤其是在逼迫當中

父和子常以肉身顯現或直接對
我們說話，但聖靈卻在內心對
聖徒說話，尤其是在逼迫當中

119

馬太福音十：16－18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
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們
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
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並且你
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
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

馬太福音十：16－18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
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你們
要防備人．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公
會、也要在會堂裏鞭打你們．並且你
們要為我的緣故、被送到諸侯君王面
前、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

120

馬太福音十：19－20
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
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
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馬太福音十：19－20
你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思慮怎樣說話、
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給你們
當說的話。因為不是你們自己說的、
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頭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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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122

1.主耶穌差遣聖靈，把主的話及
將來的事，告訴我們

2.約翰福音十二章49節說明耶穌在
心中聽到天父講話

1.主耶穌差遣聖靈，把主的話及
將來的事，告訴我們

2.約翰福音十二章49節說明耶穌在
心中聽到天父講話

123

3.聖靈往往把主曾說過的話（聖
經），再次提醒我們，成為單獨
對我們說的話〔（Rhema）瑞瑪〕，
使聖徒產生靈裡的信心

3.聖靈往往把主曾說過的話（聖
經），再次提醒我們，成為單獨
對我們說的話〔（Rhema）瑞瑪〕，
使聖徒產生靈裡的信心

124

4.聖靈住在我們裡面對我們說
話，凡事教導我們引導我們
走在真理裡面

5.主已把律法放在聖徒心中，
聖靈常常提醒聖徒努力遵守

4.聖靈住在我們裡面對我們說
話，凡事教導我們引導我們
走在真理裡面

5.主已把律法放在聖徒心中，
聖靈常常提醒聖徒努力遵守

125

約翰福音十六：14－15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
們。

約翰福音十六：14－15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
們。

126

約翰福音十二：49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惟有差我來
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甚麼、
講甚麼。

約翰福音十二：49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惟有差我來
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甚麼、
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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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約翰福音十四：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
切話。

約翰福音十四：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
切話。

128

約翰壹書二：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
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識〕

約翰壹書二：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
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識〕

129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130

約翰福音五：30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
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
來者的意思。

約翰福音五：30
我憑著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
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
來者的意思。

131

約翰福音八：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
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
是憑著自己作的．我說這些話、乃是
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約翰福音八：28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知
道我是基督、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
是憑著自己作的．我說這些話、乃是
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132

詩篇40：8
我的 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
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裏。

詩篇40：8
我的 神阿、我樂意照你的旨意
行‧你的律法在我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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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耶利米書三十一：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
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
子民。

耶利米書三十一：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
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
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
子民。

134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135

如何追求如何追求

136

1.聖徒必須追求屬靈的事
才能領會聖靈的聲音，
不然必不明白屬靈的事

2.聖徒若聽見聖靈的聲音
就必須要順服遵行

1.聖徒必須追求屬靈的事
才能領會聖靈的聲音，
不然必不明白屬靈的事

2.聖徒若聽見聖靈的聲音
就必須要順服遵行

137

哥林多前書二：10－11
只有 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
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
參透了。除了在人裏頭的靈、誰知道
人的事．像這樣、除了 神的靈、也
沒有人知道 神的事。

哥林多前書二：10－11
只有 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
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
參透了。除了在人裏頭的靈、誰知道
人的事．像這樣、除了 神的靈、也
沒有人知道 神的事。

138

哥林多前書二：12－13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
從 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 神開
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
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
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
解釋屬靈的事。〔或作將屬靈的事講
與屬靈的人〕

哥林多前書二：12－13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
從 神來的靈、叫我們能知道 神開
恩賜給我們的事。並且我們講說這些
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乃
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語、將屬靈的話、
解釋屬靈的事。〔或作將屬靈的事講
與屬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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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二：14－15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
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屬靈
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
他。

哥林多前書二：14－15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神聖靈的事、
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
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纔能看透。屬靈
的人能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
他。

140

希伯來書三：7－10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
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裏、你們的
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
人、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
我的作為．

希伯來書三：7－10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
就不可硬著心、像在曠野惹他發怒、
試探他的時候一樣．在那裏、你們的
祖宗試我探我、並且觀看我的作為、
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厭煩那世代的
人、說他們心裏常常迷糊、竟不曉得
我的作為．

141

希伯來書三：11－13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
我的安息。』弟兄們、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不信的惡
心、把永生 神離棄了．總要趁著還
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
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希伯來書三：11－13
我就在怒中起誓說、他們斷不可進入
我的安息。』弟兄們、你們要謹慎、
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不信的惡
心、把永生 神離棄了．總要趁著還
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
間、有人被罪迷惑、心裏就剛硬了。

142

希伯來書三：14－15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裏有分了。經上說、『你們
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
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希伯來書三：14－15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
就在基督裏有分了。經上說、『你們
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像
惹他發怒的日子一樣。』

143

第四種方式
預言（先知講道）

第四種方式
預言（先知講道）

144

神也透過預言對我們說話；預言
是人得到聖靈的啟示和感動，代
表 神說出 神所要說的話來，
彼得後書一章21節說：「因為預
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
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神也透過預言對我們說話；預言
是人得到聖靈的啟示和感動，代
表 神說出 神所要說的話來，
彼得後書一章21節說：「因為預
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
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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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彼得後書一：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
話來。

彼得後書一：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
話來。

146

聖經上的例子聖經上的例子

147

1.亞迦布預言保羅在耶路
撒冷會遭捆鎖

2.主耶穌在異象中指示亞
拿尼亞去對保羅說預言
預言保羅將在外邦人和
君王面前傳揚主的名

1.亞迦布預言保羅在耶路
撒冷會遭捆鎖

2.主耶穌在異象中指示亞
拿尼亞去對保羅說預言
預言保羅將在外邦人和
君王面前傳揚主的名

148

使徒行傳二十一：10－11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
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這
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
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
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
邦人手裏。

使徒行傳二十一：10－11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
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這
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
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
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
邦人手裏。

149

使徒行傳九：15－16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
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
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
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使徒行傳九：15－16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是我
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
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我也要
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150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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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新約沒有求問先知的例子，因為每
個 神的兒女心裡都有聖靈對各人
說話，不需刻意求問；當然，若是
先知主動對我們說預言，也不需要
拒絕，不過，也要留心察驗

1.新約沒有求問先知的例子，因為每
個 神的兒女心裡都有聖靈對各人
說話，不需刻意求問；當然，若是
先知主動對我們說預言，也不需要
拒絕，不過，也要留心察驗

152

2.神啟示人通常有三種方式：一段信
息、一句話、臨時的啟示。一切的
預言都需要經過過濾和慎思明辨，
也需要彼此印證。

2.神啟示人通常有三種方式：一段信
息、一句話、臨時的啟示。一切的
預言都需要經過過濾和慎思明辨，
也需要彼此印證。

153

三種不同職份的人，說三方面內
容的預言：受感說話、說預言的
恩賜、先知（詳參本書第一章聖
靈的恩賜中「說預言的恩賜」）。

三種不同職份的人，說三方面內
容的預言：受感說話、說預言的
恩賜、先知（詳參本書第一章聖
靈的恩賜中「說預言的恩賜」）。

154

哥林多前書十四：29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
或是三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
辨。

哥林多前書十四：29
至於作先知講道的、只好兩個人
或是三個人、其餘的就當慎思明
辨。

155

第五種方式
異象VISION
第五種方式
異象VISION

156

一般人把現象，就是事實發生的
過程或心裡面的負擔當做異象，
但根據聖經看異象「SEE 
VISION」，即是在靈裡或肉眼看
到一幅一幅固定或移動的畫面，
而且內中含有 神的啟示和說話。

一般人把現象，就是事實發生的
過程或心裡面的負擔當做異象，
但根據聖經看異象「SEE 
VISION」，即是在靈裡或肉眼看
到一幅一幅固定或移動的畫面，
而且內中含有 神的啟示和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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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使徒行傳二：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少年人要
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使徒行傳二：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豫言．你們的少年人要
見異象．老年人要作異夢．

158

神因著人不同的程度予以不同
的造就，照樣也予以不同的顯現
方式，異象比前四種較為不太明
顯，尤其需要經過解釋才可以明
白，故此看到異象後必須恭敬求
問 神，且要不住的準備，再次
得到更深的啟示

神因著人不同的程度予以不同
的造就，照樣也予以不同的顯現
方式，異象比前四種較為不太明
顯，尤其需要經過解釋才可以明
白，故此看到異象後必須恭敬求
問 神，且要不住的準備，再次
得到更深的啟示

159

民數記十二：4－5
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
暗說、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
這裡、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耶
和華在雲柱中降臨、站在會幕門
口、召亞倫和米利暗、二人就出
來了。

民數記十二：4－5
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米利
暗說、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幕
這裡、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耶
和華在雲柱中降臨、站在會幕門
口、召亞倫和米利暗、二人就出
來了。

160

民數記十二：6－7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
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
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
話。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
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民數記十二：6－7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
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
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
話。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
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161

民數記十二：8－9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
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
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
懼怕呢。耶和華就向他們二人發
怒而去。

民數記十二：8－9
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明說
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
你們毀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
懼怕呢。耶和華就向他們二人發
怒而去。

162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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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舊約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和撒迦
利亞書，差不多都是由異象所寫
成；新約的啟示錄也是由約翰看
異象而寫成。

舊約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和撒迦
利亞書，差不多都是由異象所寫
成；新約的啟示錄也是由約翰看
異象而寫成。

164

解釋異象解釋異象

165

1.由 神自己來解釋
2.由看異象的人來求問 神
3.以聖經的真理來解釋
4.由得到解異象恩賜的人來

解釋

1.由 神自己來解釋
2.由看異象的人來求問 神
3.以聖經的真理來解釋
4.由得到解異象恩賜的人來

解釋

166

以西結書三十七：1－3
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我身
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
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他使
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
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他對我說、
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麼‧我說、主
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以西結書三十七：1－3
耶和華的靈、〔原文作手〕降在我身
上、耶和華藉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
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滿骸骨。他使
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誰知在平原的
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他對我說、
人子阿這些骸骨能復活麼‧我說、主
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167

以西結書三十七：4－5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豫言、
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
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以西結書三十七：4－5
他又對我說、你向這些骸骨發豫言、
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
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168

以西結書三十七：6－7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
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
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
華。於是我遵命說豫言‧正說豫言的
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
骨互相聯絡。

以西結書三十七：6－7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
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
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
華。於是我遵命說豫言‧正說豫言的
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
骨互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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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以西結書三十七：8－9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
主對我說、人子阿、你要發豫言、向
風發豫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
息阿、要從四方〔原文是風〕而來、
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以西結書三十七：8－9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還沒有氣息。
主對我說、人子阿、你要發豫言、向
風發豫言、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
息阿、要從四方〔原文是風〕而來、
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170

以西結書三十七：10
於是我遵命說豫言、氣息就進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
軍隊。

以西結書三十七：10
於是我遵命說豫言、氣息就進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為極大的
軍隊。

171

使徒行傳十：9－11
第二天、他們行路將近那城、彼得約
在午正、上房頂去禱告．覺得餓了、
想要喫．那家的人正豫備飯的時候、
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
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
在地上．

使徒行傳十：9－11
第二天、他們行路將近那城、彼得約
在午正、上房頂去禱告．覺得餓了、
想要喫．那家的人正豫備飯的時候、
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
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
在地上．

172

使徒行傳十：12－14
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
並天上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說、彼
得、起來、宰了喫。彼得卻說、主阿、
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
我從來沒有喫過。

使徒行傳十：12－14
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
並天上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說、彼
得、起來、宰了喫。彼得卻說、主阿、
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
我從來沒有喫過。

173

使徒行傳十：15－16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 神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這樣一連三次、那
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使徒行傳十：15－16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 神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這樣一連三次、那
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174

希伯來書八：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
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
蒙 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
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
樣式。

希伯來書八：5
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
影像、正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
蒙 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
樣的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
樣式。



3/11/2019

30

175

使徒行傳十六：6－8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
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
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
下到特羅亞去。

使徒行傳十六：6－8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
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
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
下到特羅亞去。

176

使徒行傳十六：9－10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
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
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
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 神召
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

使徒行傳十六：9－10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
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
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
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以為 神召
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聽。

177

但以理書二：17－18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將這事告訴他
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要他們祈求天上的 神施憐憫、將這
奧祕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
伴、與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

但以理書二：17－18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將這事告訴他
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亞撒利雅、
要他們祈求天上的 神施憐憫、將這
奧祕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
伴、與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

178

但以理書二：19－21
這奧祕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
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 神‧
但以理說、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
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
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
人‧

但以理書二：19－21
這奧祕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
以理顯明‧但以理便稱頌天上的 神‧
但以理說、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
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
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
人‧

179

但以理書二：22－23
他顯明深奧隱祕的事、知道暗中所有
的、光明也與他同居。我列祖的 神
阿、我感謝你、讚美你因你將智慧才
能賜給我‧允准我們所求的、把王的
事給我們指明

但以理書二：22－23
他顯明深奧隱祕的事、知道暗中所有
的、光明也與他同居。我列祖的 神
阿、我感謝你、讚美你因你將智慧才
能賜給我‧允准我們所求的、把王的
事給我們指明

180

但以理書二：24－25
於是但以理進去見亞略、就是王所派
滅絕巴比倫哲士的、對他說不要滅絕
巴比倫的哲士、求你領我到王面前、
我要將夢的講解告訴王。亞略就急忙
將但以理領到王面前、對王說、我在
被擄的猶大人中遇見一人、他能將夢
的講解告訴王。

但以理書二：24－25
於是但以理進去見亞略、就是王所派
滅絕巴比倫哲士的、對他說不要滅絕
巴比倫的哲士、求你領我到王面前、
我要將夢的講解告訴王。亞略就急忙
將但以理領到王面前、對王說、我在
被擄的猶大人中遇見一人、他能將夢
的講解告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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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但以理書二：26－27
王問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說、你能
將我所作的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麼。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那
奧祕事、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
兆的、都不能告訴王‧

但以理書二：26－27
王問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說、你能
將我所作的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麼。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說、王所問的那
奧祕事、哲士、用法術的、術士、觀
兆的、都不能告訴王‧

182

但以理書二：28－29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 神、能顯明奧祕
的事他已將日後必有的事、指示尼布
甲尼撒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
的異象是這樣‧王阿、你在床上想到
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祕事的主、把將
來必有的事指示你‧

但以理書二：28－29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 神、能顯明奧祕
的事他已將日後必有的事、指示尼布
甲尼撒王‧你的夢、和你在床上腦中
的異象是這樣‧王阿、你在床上想到
後來的事、那顯明奧祕事的主、把將
來必有的事指示你‧

183

但以理書二：30－32
至於那奧祕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
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
夢的講解、和心裏的思念。王阿、你
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這像的頭
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
和腰是銅的、

但以理書二：30－32
至於那奧祕的事顯明給我、並非因我
的智慧勝過一切活人、乃為使王知道
夢的講解、和心裏的思念。王阿、你
夢見一個大像、這像甚高、極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形狀甚是可怕‧這像的頭
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肚腹
和腰是銅的、

184

但以理書二：33－35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觀看、
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
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
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風吹散、
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
座大山、充滿天下。

但以理書二：33－35
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觀看、
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
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
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風吹散、
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
座大山、充滿天下。

185

但以理書二：36－38
這就是那夢、我們在王面前要講解那
夢‧王阿、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
神已將國度、權柄、能力、尊榮、都
賜給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
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
管這一切你就是那金頭‧

但以理書二：36－38
這就是那夢、我們在王面前要講解那
夢‧王阿、你是諸王之王、天上的
神已將國度、權柄、能力、尊榮、都
賜給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獸、並
天空的飛鳥、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
管這一切你就是那金頭‧

186

但以理書二：39－40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
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
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剋制
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
壓制列國。

但以理書二：39－40
在你以後必另興一國、不及於你‧又
有第三國、就是銅的、必掌管天下‧
第四國、必堅壯如鐵、鐵能打碎剋制
百物、又能壓碎一切、那國也必打碎
壓制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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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但以理書二：41－42
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陶匠
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
的力量‧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
國也必半強半弱‧

但以理書二：41－42
你既見像的腳和腳指頭、一半是陶匠
的泥、一半是鐵、那國將來也必分開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也必有鐵
的力量‧那腳指頭既是半鐵半泥、那
國也必半強半弱‧

188

但以理書二：43－44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
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
泥不能相合一樣。當那列王在位的時
候、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
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
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以理書二：43－44
你既見鐵與泥攙雜、那國民也必與各
種人攙雜、卻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鐵與
泥不能相合一樣。當那列王在位的時
候、天上的 神必另立一國、永不敗
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
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189

但以理書二：45－46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
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
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
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
確實的。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
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
奉上供物和香品。

但以理書二：45－46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
從山而出、打碎金、銀、銅鐵、泥、
那就是至大的 神把後來必有的事給
王指明‧這夢準是這樣、這講解也是
確實的。當時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
地、向但以理下拜、並且吩咐人給他
奉上供物和香品。

190

但以理書二：47－48
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祕的
事、你們的 神、誠然是萬 神之
神、萬王之主、又是顯明奧祕事的。
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
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
為總理、掌管巴比倫的一切哲士。

但以理書二：47－48
王對但以理說、你既能顯明這奧祕的
事、你們的 神、誠然是萬 神之
神、萬王之主、又是顯明奧祕事的。
於是王高抬但以理、賞賜他許多上等
禮物、派他管理巴比倫全省、又立他
為總理、掌管巴比倫的一切哲士。

191

但以理書二：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拉、米煞、
亞伯尼歌、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只
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但以理書二：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拉、米煞、
亞伯尼歌、管理巴比倫省的事務、只
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192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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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1.看異象後，不可以隨便講出來，
有可能是要隱藏的，可以先記下
來，繼續求問，等候應驗

1.看異象後，不可以隨便講出來，
有可能是要隱藏的，可以先記下
來，繼續求問，等候應驗

194

2.異象也要清楚分辨，不可以立
刻接受，要思考要查對靈裡的反
應，魔鬼也曾以異象來試探主

2.異象也要清楚分辨，不可以立
刻接受，要思考要查對靈裡的反
應，魔鬼也曾以異象來試探主

195

3.異象不必祈求，乃是聖靈充滿
後自然得到，乃是 神的應許

3.異象不必祈求，乃是聖靈充滿
後自然得到，乃是 神的應許

196

使徒行傳二：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

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
豫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
人要作異夢．

使徒行傳二：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

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
豫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
人要作異夢．

197

功用
與前四種方式一樣，在於造就、
安慰、勸勉、引導確定等。

功用
與前四種方式一樣，在於造就、
安慰、勸勉、引導確定等。

198

第六種方式
異 夢

第六種方式
異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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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異夢的特性與異象全同，所不同
者在於看異象是在清醒狀態下，
而異夢則在睡夢中得著）；人睡
著時，靈仍然是清醒的。

異夢的特性與異象全同，所不同
者在於看異象是在清醒狀態下，
而異夢則在睡夢中得著）；人睡
著時，靈仍然是清醒的。

200

民數記十二：6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
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
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
話。

民數記十二：6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
們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
異象中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
話。

201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202

1. 神在夢中攔阻亞比米勒王
犯罪

2.約瑟十七歲見異夢指示前途，
十多年後才應驗

3.酒政與膳長的夢是關乎生死
存亡

1. 神在夢中攔阻亞比米勒王
犯罪

2.約瑟十七歲見異夢指示前途，
十多年後才應驗

3.酒政與膳長的夢是關乎生死
存亡

203

4.法老的夢是關乎全天下

5.約瑟多次見異夢而逃避災難

4.法老的夢是關乎全天下

5.約瑟多次見異夢而逃避災難

204

6.  神有時使人沈沈睡著把人提到
天堂去或看異夢。例：亞當、
但以理、保羅

6.  神有時使人沈沈睡著把人提到
天堂去或看異夢。例：亞當、
但以理、保羅



3/11/2019

35

205

創世記三十七：5－7
約瑟作了一夢、告訴他哥哥們、他們
就越發恨他。約瑟對他們說請聽我所
作的夢．我們在田裏捆禾稼、我的捆
起來站著、你們的捆來圍著我的捆下
拜。

創世記三十七：5－7
約瑟作了一夢、告訴他哥哥們、他們
就越發恨他。約瑟對他們說請聽我所
作的夢．我們在田裏捆禾稼、我的捆
起來站著、你們的捆來圍著我的捆下
拜。

206

創世記三十七：8－9
他的哥哥們回答說、難道你真要作我
們的王麼、難道你真要管轄我們麼．
他們就因為他的夢、和他的話、越發
恨他。後來他又作了一夢、也告訴他
的哥哥們說、看哪、我又作了一夢、
夢見太陽、月亮、與十一個星、向我
下拜。

創世記三十七：8－9
他的哥哥們回答說、難道你真要作我
們的王麼、難道你真要管轄我們麼．
他們就因為他的夢、和他的話、越發
恨他。後來他又作了一夢、也告訴他
的哥哥們說、看哪、我又作了一夢、
夢見太陽、月亮、與十一個星、向我
下拜。

207

創世記三十七：10－11
約瑟將這夢告訴他父親、和他哥哥們、
他父親就責備他說、你作的這是甚麼
夢、難道我和你母親你弟兄、果然要
來俯伏在地、向你下拜麼。他哥哥們
都嫉妒他．他父親卻把這話存在心裏。

創世記三十七：10－11
約瑟將這夢告訴他父親、和他哥哥們、
他父親就責備他說、你作的這是甚麼
夢、難道我和你母親你弟兄、果然要
來俯伏在地、向你下拜麼。他哥哥們
都嫉妒他．他父親卻把這話存在心裏。

208

創世記四十：8－10
他們對他說、我們各人作了一夢沒有
人能解．約瑟說、解夢不是出於 神
麼、請你們將夢告訴我酒政便將他的
夢告訴約瑟說、我夢見在我面前有一
棵葡萄樹、樹上有三根枝子、好像發
了芽、開了花、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

創世記四十：8－10
他們對他說、我們各人作了一夢沒有
人能解．約瑟說、解夢不是出於 神
麼、請你們將夢告訴我酒政便將他的
夢告訴約瑟說、我夢見在我面前有一
棵葡萄樹、樹上有三根枝子、好像發
了芽、開了花、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

209

創世記四十：11－13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擠在
法老的杯裏、將杯遞在他手中。約瑟
對他說、他所作的夢是這樣解、三根
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內、法老必提
你出監、叫你官復原職、你仍要遞杯
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一
樣。

創世記四十：11－13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擠在
法老的杯裏、將杯遞在他手中。約瑟
對他說、他所作的夢是這樣解、三根
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內、法老必提
你出監、叫你官復原職、你仍要遞杯
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作他的酒政一
樣。

210

創世記四十：14－15
但你得好處的時候、求你記念我、施
恩與我、在法老面前提說我、救我出
這監牢。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
拐來的、我在這裏也沒有作過甚麼、
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

創世記四十：14－15
但你得好處的時候、求你記念我、施
恩與我、在法老面前提說我、救我出
這監牢。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
拐來的、我在這裏也沒有作過甚麼、
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



3/11/2019

36

211

創世記四十：16－18
膳長見夢解得好、就對約瑟說、我在
夢中見我頭上頂三筐白餅．極上的
筐子裏、有為法老烤的各樣食物、有
飛鳥來喫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約瑟
說、你的夢是這樣解、三個筐子就是
三天．

創世記四十：16－18
膳長見夢解得好、就對約瑟說、我在
夢中見我頭上頂三筐白餅．極上的
筐子裏、有為法老烤的各樣食物、有
飛鳥來喫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約瑟
說、你的夢是這樣解、三個筐子就是
三天．

212

創世記四十：19－21
三天之內、法老必斬斷你的頭、把你
挂在木頭上、必有飛鳥來喫你身上的
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
為眾臣僕設擺筵席、把酒政和膳長提
出監來．使酒政官復原職、他仍舊遞
杯在法老手中。

創世記四十：19－21
三天之內、法老必斬斷你的頭、把你
挂在木頭上、必有飛鳥來喫你身上的
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
為眾臣僕設擺筵席、把酒政和膳長提
出監來．使酒政官復原職、他仍舊遞
杯在法老手中。

213

創世記四十：22－23
但把膳長挂起來、正如約瑟向他們所
解的話。酒政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

創世記四十：22－23
但把膳長挂起來、正如約瑟向他們所
解的話。酒政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

214

馬太福音一：18－19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
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
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他丈夫
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馬太福音一：18－19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
親馬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還沒有迎
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他丈夫
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

215

馬太福音一：20－21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
夢中顯現、說、大卫的子孫約瑟、不
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他將
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馬太福音一：20－21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
夢中顯現、說、大卫的子孫約瑟、不
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馬利亞來．
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他將
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216

馬太福音一：22－23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
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
同在。）

馬太福音一：22－23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
所說的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
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
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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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馬太福音一：24－25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
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沒有和他同
房、等他生了兒子、〔有古卷作等他
生了頭胎的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馬太福音一：24－25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
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沒有和他同
房、等他生了兒子、〔有古卷作等他
生了頭胎的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218

馬太福音二：13－14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
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
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
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約瑟
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
及去．

馬太福音二：13－14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
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
逃往埃及、住在那裏等我吩咐你．因
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約瑟
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埃
及去．

219

馬太福音二：15－16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
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
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希律見自己被
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
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他
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
的、都殺盡了。

馬太福音二：15－16
住在那裏、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
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
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希律見自己被
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
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他
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
的、都殺盡了。

220

馬太福音二：17－19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在
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
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
在了。』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
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馬太福音二：17－19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在
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
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
在了。』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
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

221

馬太福音二：20－21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
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
死了。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
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馬太福音二：20－21
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往以色列
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
死了。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
親帶到以色列地去

222

馬太福音二：22－23
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
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又在夢中被
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到了
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
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稱為拿撒
勒人的話了。

馬太福音二：22－23
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
猶太王、就怕往那裏去．又在夢中被
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內去了。到了
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裏．
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稱為拿撒
勒人的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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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創世記二：21
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
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創世記二：21
耶和華 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
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224

但以理書八：15－16
我但以理見了這異象、願意明白其中
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狀像人的、站在
我面前。我又聽見烏萊河兩岸中有人
聲呼叫說、加百列阿、要使此人明白
這異象。

但以理書八：15－16
我但以理見了這異象、願意明白其中
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狀像人的、站在
我面前。我又聽見烏萊河兩岸中有人
聲呼叫說、加百列阿、要使此人明白
這異象。

225

但以理書八：17－19
他便來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來我就
驚慌俯伏在地‧他對我說、人子阿、
你要明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異象。
他與我說話的時候、我面伏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扶我站起來、說我要指示
你惱怒臨完必有的事、因為這是關乎
末後的定期。

但以理書八：17－19
他便來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來我就
驚慌俯伏在地‧他對我說、人子阿、
你要明白、因為這是關乎末後的異象。
他與我說話的時候、我面伏在地沉睡
‧他就摸我扶我站起來、說我要指示
你惱怒臨完必有的事、因為這是關乎
末後的定期。

226

但以理書八：20－21
你所看見雙角的公綿羊、就是瑪代和
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臘王‧
〔希臘原文作雅完下同〕兩眼當中的
大角、就是頭一王。

但以理書八：20－21
你所看見雙角的公綿羊、就是瑪代和
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臘王‧
〔希臘原文作雅完下同〕兩眼當中的
大角、就是頭一王。

227

但以理書八：22－23
至於那折斷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長出
四角、這四角就是四國、必從這國裏
興起來、只是權勢都不及他。這四國
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
興起、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語。

但以理書八：22－23
至於那折斷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長出
四角、這四角就是四國、必從這國裏
興起來、只是權勢都不及他。這四國
末時、犯法的人罪惡滿盈、必有一王
興起、面貌兇惡、能用雙關的詐語。

228

但以理書八：24－25
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
而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他
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裏自高自
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
‧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
非因人手而滅亡。

但以理書八：24－25
他的權柄必大、卻不是因自己的能力、
他必行非常的毀滅、事情順利、任意
而行‧又必毀滅有能力的和聖民。他
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裏自高自
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
‧又要站起來攻擊萬君之君、至終卻
非因人手而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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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但以理書八：26－27
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但你
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乎後來許多
的日子。於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
了數日、然後起來辦理王的事務‧我
因這異象驚奇卻無人能明白其中的意
思。

但以理書八：26－27
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但你
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乎後來許多
的日子。於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
了數日、然後起來辦理王的事務‧我
因這異象驚奇卻無人能明白其中的意
思。

230

哥林多後書十二：1－2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我認
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
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
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神
知道。

哥林多後書十二：1－2
我自誇固然無益、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說到主的顯現和啟示。我認
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他前十四年被
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
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神
知道。

231

哥林多後書十二：3－4
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他被提到
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
說的。

哥林多後書十二：3－4
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他被提到
樂園裏、聽見隱祕的言語、是人不可
說的。

232

如何分辨異象及異夢的來
源
如何分辨異象及異夢的來
源

233

異象異夢來源有三
1.從 神來
2.從魔鬼來
3.從魂而來

異象異夢來源有三
1.從 神來
2.從魔鬼來
3.從魂而來

234

1.從 神來的，大部分都含有屬
靈的意思，比較清楚，不會與
神的話違背，且會應驗

1.從 神來的，大部分都含有屬
靈的意思，比較清楚，不會與
神的話違背，且會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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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2.從魔鬼來則使人低沉、犯罪、
受壓

3.從魂而來則不了了之，沒有
什麼價值

2.從魔鬼來則使人低沉、犯罪、
受壓

3.從魂而來則不了了之，沒有
什麼價值

236

申命記十三：1－2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
向你顯個神蹟奇事、對你說、我們去
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他
罷．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

申命記十三：1－2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
向你顯個神蹟奇事、對你說、我們去
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他
罷．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

237

申命記十三：3－4
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
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試
驗你們、要知道你們是盡心、盡性、
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不是。你們要順
從耶和華你們的 神、敬畏他、謹守
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他、專靠
他。

申命記十三：3－4
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作夢之人
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試
驗你們、要知道你們是盡心、盡性、
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不是。你們要順
從耶和華你們的 神、敬畏他、謹守
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他、專靠
他。

238

申命記十三：5
那先知、或是那作夢的、既用言語叛
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救贖你脫離為
奴之家的耶和華你們的 神、要勾引
你離開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
們中間除掉。

申命記十三：5
那先知、或是那作夢的、既用言語叛
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救贖你脫離為
奴之家的耶和華你們的 神、要勾引
你離開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
們中間除掉。

239

第七種方式
聖靈感動和催逼

第七種方式
聖靈感動和催逼

240

聖靈感動有別於肉體的衝動：
聖靈感動乃聖靈向我們說話要
我們做事。肉體的衝動乃人肉
體的一種自然反應，如彼得用
刀削掉大祭司僕人的耳朵

聖靈感動有別於肉體的衝動：
聖靈感動乃聖靈向我們說話要
我們做事。肉體的衝動乃人肉
體的一種自然反應，如彼得用
刀削掉大祭司僕人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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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馬太福音二十六：51－53
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
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
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罷．凡
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
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
麼。

馬太福音二十六：51－53
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
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
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罷．凡
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
我父、現在為我差遣十二營多天使來
麼。

242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243

1.保羅祈求－聖靈的感動
常與信徒同在

1.保羅祈求－聖靈的感動
常與信徒同在

244

2.保羅被聖靈感動常為自己的同
胞憂傷禱告；聖靈常把有需要
的人帶到我們面前，我們當切
切的代禱

2.保羅被聖靈感動常為自己的同
胞憂傷禱告；聖靈常把有需要
的人帶到我們面前，我們當切
切的代禱

245

3.保羅心甚迫切，被聖靈催到
耶路撒冷去，好完成到羅馬為主
作見證的使命

3.保羅心甚迫切，被聖靈催到
耶路撒冷去，好完成到羅馬為主
作見證的使命

246

4.保羅勸勉信徒不可消滅聖靈的
感動（裡面）和藐視先知的講論，
即說預言（外面）；聖靈為要提
醒信徒不要忘記當做的事

4.保羅勸勉信徒不可消滅聖靈的
感動（裡面）和藐視先知的講論，
即說預言（外面）；聖靈為要提
醒信徒不要忘記當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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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5.主耶穌也被聖靈催到曠野去受
試探

5.主耶穌也被聖靈催到曠野去受
試探

248

6.舊約中很多地方描述「聖靈
感動」，其實乃是「聖靈降下」

（英文作“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upon him in power”），
如參孫的例子

6.舊約中很多地方描述「聖靈
感動」，其實乃是「聖靈降下」

（英文作“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upon him in power”），
如參孫的例子

249

士師記十五章14節這樣說：「參
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
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NIV作”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upon him in power” ），他臂
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
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士師記十五章14節這樣說：「參
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
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NIV作”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upon him in power” ），他臂
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
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250

士師記十五：14
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
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綁繩都從
他手上脫落下來。

士師記十五：14
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他臂上的
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綁繩都從
他手上脫落下來。

251

哥林多後書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哥林多後書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252

羅馬書九：1－3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
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
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
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
督分離、我也願意。

羅馬書九：1－3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
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
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
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
督分離、我也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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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羅馬書八：26－27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
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
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
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馬書八：26－27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
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
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
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254

使徒行傳二十：22－24
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
文作心被捆綁〕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
甚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
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
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
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
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

使徒行傳二十：22－24
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
文作心被捆綁〕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
甚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
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
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
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
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

255

使徒行傳二十一：10－11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
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這
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
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
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
邦人手裏。

使徒行傳二十一：10－11
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
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這
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
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
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
邦人手裏。

256

使徒行傳二十一：12－13
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
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羅說、
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
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
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使徒行傳二十一：12－13
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
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羅說、
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
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
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257

使徒行傳二十一：14－15
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
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過了幾日、我
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使徒行傳二十一：14－15
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
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過了幾日、我
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258

使徒行傳二十三：11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罷、
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
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使徒行傳二十三：11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罷、
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
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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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260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2-14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
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
勸戒你們的．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
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
睦。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
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
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2-14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
間勞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理你們、
勸戒你們的．又因他們所作的工、用
愛心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
睦。我們又勸弟兄們、要警戒不守規
矩的人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
人．也要向眾人忍耐。

261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5-18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
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
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
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15-18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報
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
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
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262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約翰壹書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
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
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裏面

263

馬可福音一：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馬可福音一：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264

如何追求如何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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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1.學習體貼聖靈，聖經上告訴
我們：體貼聖靈就帶來生命平安，
如果體貼肉體就帶來死亡

2.靠著主遵守主道，聖靈感動是
遵守主道的自然反應

1.學習體貼聖靈，聖經上告訴
我們：體貼聖靈就帶來生命平安，
如果體貼肉體就帶來死亡

2.靠著主遵守主道，聖靈感動是
遵守主道的自然反應

266

羅馬書八：5－8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
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
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
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
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
的喜歡。

羅馬書八：5－8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
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
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
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
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
的喜歡。

267

第八種方式：
神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

（RHEMA）

第八種方式：
神藉著聖經對我們說話

（RHEMA）

268

除了主的寶血和主的靈，還有
主所說的話能潔淨我們，做我
們生活的準則

除了主的寶血和主的靈，還有
主所說的話能潔淨我們，做我
們生活的準則

269

提摩太後書三章16-17節告訴
我們：「聖經（Logos）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
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三章16-17節告訴
我們：「聖經（Logos）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
有益的，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
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70

提摩太後書三：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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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備行各樣
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三：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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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備行各樣
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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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約翰壹書一：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約翰壹書一：7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 神在光明
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272

哥林多前書六：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
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哥林多前書六：11
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但如今
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
神的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

273

約翰福音十五：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
淨了。

約翰福音十五：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
淨了。

274

詩篇119：9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
遵行你的話。

詩篇119：9
少年人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是要
遵行你的話。

275

詩篇119：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119：11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276

什麼是LOGOS什麼是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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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整本聖經的話都是 神的道，
都是 LOGOS，就是不改變、
自存的。「神的話」是「神的
法則」

整本聖經的話都是 神的道，
都是 LOGOS，就是不改變、
自存的。「神的話」是「神的
法則」

278

詩篇119：89
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
遠。

詩篇119：89
耶和華啊！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
遠。

279

馬太福音二十四：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馬太福音二十四：35
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280

什麼是RHEMA什麼是RHEMA

281

RHEMA源自一個動詞，這動詞的
意思是「說話」，故RHEMA是指
一句特定正在說的話─「信心
（道）是從聽（見）神的話─道
─RHEMA來的。」

RHEMA源自一個動詞，這動詞的
意思是「說話」，故RHEMA是指
一句特定正在說的話─「信心
（道）是從聽（見）神的話─道
─RHEMA來的。」

282

所以 RHEMA是聽得見，對個
人說的，使聽的人得著信心，
RHEMA的本身就含有必然成
就的能力

所以 RHEMA是聽得見，對個
人說的，使聽的人得著信心，
RHEMA的本身就含有必然成
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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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羅馬書十：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
督的話來的。

羅馬書十：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
督的話來的。

284

LOGOS與RHEMA
關係和比較

LOGOS與RHEMA
關係和比較

285

1.RHEMA就是聖靈 LOGOS的一部
分，從永恆中帶進時空之下，成
為個人 的應許、倚靠和經歷

2.RHEMA將屬天的LOGOS帶
到地上來

1.RHEMA就是聖靈 LOGOS的一部
分，從永恆中帶進時空之下，成
為個人 的應許、倚靠和經歷

2.RHEMA將屬天的LOGOS帶
到地上來

286

3.RHEMA將潛能的LOGOS化成
實在

4.RHEMA將普遍的LOGOS變為
獨特

3.RHEMA將潛能的LOGOS化成
實在

4.RHEMA將普遍的LOGOS變為
獨特

287

聖經中例子聖經中例子

288

1.大衛建殿的禱告

2.馬利亞聽見 神透過天使對她
說的話而懷孕生救世主

1.大衛建殿的禱告

2.馬利亞聽見 神透過天使對她
說的話而懷孕生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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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

歷代志上十七：16－17
於是大衛王進去、坐在耶和華面前、
說、耶和華 神阿、我是誰我的家算
甚麼、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 神阿、
這在你眼中還看為小‧又應許你僕人
的家至於久遠‧耶和華 神阿、你看
顧我好像看顧高貴的人。

歷代志上十七：16－17
於是大衛王進去、坐在耶和華面前、
說、耶和華 神阿、我是誰我的家算
甚麼、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 神阿、
這在你眼中還看為小‧又應許你僕人
的家至於久遠‧耶和華 神阿、你看
顧我好像看顧高貴的人。

290

歷代志上十七：18－20
你加於僕人的尊榮、我還有何言可說
呢‧因為你知道你的僕人。耶和華阿、
你行了這大事、並且顯明出來是因你
僕人的緣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
華阿、照我們耳中聽見、沒有可比你
的、除你以外再無 神。

歷代志上十七：18－20
你加於僕人的尊榮、我還有何言可說
呢‧因為你知道你的僕人。耶和華阿、
你行了這大事、並且顯明出來是因你
僕人的緣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
華阿、照我們耳中聽見、沒有可比你
的、除你以外再無 神。

291

歷代志上十七：21－22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
神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又
在你贖出來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
驅逐列邦人、顯出你的大名‧你使以
色列人作你的子民、直到永遠‧你耶
和華也作他們的 神。

歷代志上十七：21－22
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
神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又
在你贖出來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
驅逐列邦人、顯出你的大名‧你使以
色列人作你的子民、直到永遠‧你耶
和華也作他們的 神。

292

歷代志上十七：23－24
耶和華阿、你所應許僕人和僕人家的
話、求你堅定、直到永遠、照你所說
的而行。願你的名永遠堅立、被尊為
大、說、萬軍之耶和華是以色列的
神、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這樣、你
僕人大衛的家、必在你面前堅立。

歷代志上十七：23－24
耶和華阿、你所應許僕人和僕人家的
話、求你堅定、直到永遠、照你所說
的而行。願你的名永遠堅立、被尊為
大、說、萬軍之耶和華是以色列的
神、是治理以色列的 神‧這樣、你
僕人大衛的家、必在你面前堅立。

293

歷代志上十七：25－27
我的 神阿、因你啟示僕人說、我必
為你建立家室、所以僕人大膽在你面
前祈禱‧耶和華阿、惟有你是 神、
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僕人‧現在你
喜悅賜福與僕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
面前‧耶和華阿、你已經賜福、還要
賜福到永遠。

歷代志上十七：25－27
我的 神阿、因你啟示僕人說、我必
為你建立家室、所以僕人大膽在你面
前祈禱‧耶和華阿、惟有你是 神、
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僕人‧現在你
喜悅賜福與僕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
面前‧耶和華阿、你已經賜福、還要
賜福到永遠。

294

路加福音一：31－32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路加福音一：31－32
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
神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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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路加福音一：33－35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
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
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
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
稱為 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
稱為聖稱為 神的兒子〕

路加福音一：33－35
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
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
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
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
稱為 神的兒子。〔或作所要生的必
稱為聖稱為 神的兒子〕

296

路加福音一：36－38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
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
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
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
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
了。

路加福音一：36－38
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
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
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因為出
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馬利亞說、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
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
了。

297

路加福音一：39－41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
來到猶大的一座城．進了撒迦利亞的
家、問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聽馬
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
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路加福音一：39－41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
來到猶大的一座城．進了撒迦利亞的
家、問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聽馬
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
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298

路加福音一：42－45
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
我這裏來、這是從那裏得的呢．因為
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裏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
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
驗。

路加福音一：42－45
高聲喊著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懷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
我這裏來、這是從那裏得的呢．因為
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腹裏的
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女子是有
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應
驗。

299

路加福音一：39－45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來到
猶大的一座城．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以利
沙伯安。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
胎就在腹裏跳動、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高聲喊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
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裏來、這
是從那裏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
我耳、我腹裏的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
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
應驗。

路加福音一：39－45
那時候馬利亞起身、急忙往山地裏去、來到
猶大的一座城．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以利
沙伯安。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
胎就在腹裏跳動、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高聲喊說、你在婦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懷
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這裏來、這
是從那裏得的呢．因為你問安的聲音、一入
我耳、我腹裏的胎、就歡喜跳動。這相信的
女子是有福的．因為主對他所說的話、都要
應驗。

300

3.大衛和馬利亞的經歷是
相似的

3.大衛和馬利亞的經歷是
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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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兩者都得到 RHEMA，從
神來，直接的個人說話

2.這 RHEMA表達了 神的方法和
思想，遠超過他們所想像的

1.兩者都得到 RHEMA，從
神來，直接的個人說話

2.這 RHEMA表達了 神的方法和
思想，遠超過他們所想像的

302

3.兩者「聽見」RHEMA之後，都
分享到信心

3.兩者「聽見」RHEMA之後，都
分享到信心

303

4.兩者都對於所應許的，發生了
簡單的回應：「照你所說的而
行」，「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
我身上」表達自己的信心

4.兩者都對於所應許的，發生了
簡單的回應：「照你所說的而
行」，「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
我身上」表達自己的信心

304

5.順服「RHEMA」，使
神能透過人聽見RHEMA完成祂
的使命

5.順服「RHEMA」，使
神能透過人聽見RHEMA完成祂
的使命

305

如何得著RHEMA如何得著RHEMA

306

1.多讀LOGOS
2.背誦金句
3.反覆思想LOGOS之含意
4.多唱聖經詩歌。
5.在需要時多讀相關經文

1.多讀LOGOS
2.背誦金句
3.反覆思想LOGOS之含意
4.多唱聖經詩歌。
5.在需要時多讀相關經文



3/11/2019

52

307

如何應用 RHEMA如何應用 RHEMA

308

相信並順服、思想、說和
行 RHEMA來
相信並順服、思想、說和
行 RHEMA來

309

哥林多後書八：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
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
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哥林多後書八：9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
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
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

310

例：
1.貧窮
2.疾病
3.不想禱告
4.靈性軟弱
5.失去信心

例：
1.貧窮
2.疾病
3.不想禱告
4.靈性軟弱
5.失去信心

311

約翰參書2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
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翰參書2
親愛的兄弟阿、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
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312

約翰福音十：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翰福音十：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



3/11/2019

53

313

馬太福音八：16－17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
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
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
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
病。』

馬太福音八：16－17
到了晚上、有人帶著許多被鬼附的、
來到耶穌跟前、他只用一句話、就把
鬼都趕出去．並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
人。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說、
『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
病。』

314

詩篇103：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
疾病。

詩篇103：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
疾病。

315

彼得前書二：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
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得前書二：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
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316

猶大書20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
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猶大書20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
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

317

哥林多前書十二：2－4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
迷惑、去服事那啞吧偶像．這是你們
知道的。所以我告訴你們、被 神的
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
穌是主的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
位。

哥林多前書十二：2－4
你們作外邦人的時候、隨事被牽引受
迷惑、去服事那啞吧偶像．這是你們
知道的。所以我告訴你們、被 神的
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
穌是主的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
位。

318

以弗所書三：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
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以弗所書三：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
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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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羅馬書八：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馬書八：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320

羅馬書八：31－33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 神若
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神既不
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
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麼。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
義的 神麼〕

羅馬書八：31－33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 神若
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神既不
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
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麼。誰能控告 神所揀選的人呢．有
神稱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
義的 神麼〕

321

羅馬書八：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
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 神
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
或作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
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
穌麼〕

羅馬書八：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
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 神
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
或作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
在 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
穌麼〕

322

羅馬書八：35－37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
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
饑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
刀劍麼。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
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
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羅馬書八：35－37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
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
饑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
刀劍麼。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
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
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323

羅馬書八：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
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
穌裏的

羅馬書八：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 神
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
穌裏的

324

第九種方式
藉著牧者教導彼此勸戒交通

第九種方式
藉著牧者教導彼此勸戒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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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神特別啟示屬靈的奧秘給使徒、
先知、教師等，再透過他們把奧
秘分享出來把真理教導我們；因
此，牧者的教導勸戒，也是 神
對我們說話的一種方式

神特別啟示屬靈的奧秘給使徒、
先知、教師等，再透過他們把奧
秘分享出來把真理教導我們；因
此，牧者的教導勸戒，也是 神
對我們說話的一種方式

326

以弗所書三：3－5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
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
我深知基督的奧祕．這奧祕在以前的
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
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以弗所書三：3－5
用啟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奧祕、正如我
以前略略寫過的．你們念了就能曉得
我深知基督的奧祕．這奧祕在以前的
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
靈啟示他的聖使徒和先知一樣．

327

以弗所書三：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
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
蒙應許。

以弗所書三：6
這奧祕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著
福音、得以同為後嗣、同為一體、同
蒙應許。

328

加拉太書一：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
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加拉太書一：12
因為我不是從人領受的、也不是人教
導我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

329

以弗所書四：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

以弗所書四：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
的．有牧師和教師．

330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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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1.主耶穌在地上以三分之一時間
教導門徒

2.初期教會門徒們都接受使徒們
的教導

3.保羅吩咐提摩太按著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1.主耶穌在地上以三分之一時間
教導門徒

2.初期教會門徒們都接受使徒們
的教導

3.保羅吩咐提摩太按著正意分解
真理的道

332

4.主日或平時的講道也是 神對我
們說話途徑之一

5.弟兄姐妹彼此交通，互相勸勉

6.藉著屬靈書籍

7.藉詩歌或新歌

4.主日或平時的講道也是 神對我
們說話途徑之一

5.弟兄姐妹彼此交通，互相勸勉

6.藉著屬靈書籍

7.藉詩歌或新歌

333

馬太福音五：1－6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
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
訓他們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承受地土。饑渴慕義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馬太福音五：1－6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
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
訓他們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承受地土。饑渴慕義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334

馬太福音五：7－11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
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
見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
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
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
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馬太福音五：7－11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
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
見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
他們必稱為 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
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
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
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335

馬太福音五：12－14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
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
是這樣逼迫他們。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
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隱藏的。

馬太福音五：12－14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
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
是這樣逼迫他們。你們是世上的鹽．
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
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
能隱藏的。

336

馬太福音五：15－16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
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
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五：15－16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
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
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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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二：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

使徒行傳二：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

338

使徒行傳五：42
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的
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使徒行傳五：42
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的
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339

提摩太前書五：7
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叫他們無可指
責。

提摩太前書五：7
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叫他們無可指
責。

340

提摩太前書五：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
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提摩太前書五：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
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341

提摩太後書二：15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
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後書二：15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
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342

使徒行傳二：37－39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
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
樣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
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
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
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的。

使徒行傳二：37－39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
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
樣行。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
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
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
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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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使徒行傳二十：7
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
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就與他們講論、
直講到半夜。

使徒行傳二十：7
七日的第一日、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
保羅因為要次日起行、就與他們講論、
直講到半夜。

344

使徒行傳二十：20
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
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裏、我都教導你們．

使徒行傳二十：20
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
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裏、我都教導你們．

345

使徒行傳十八：24－25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
弗所．他生在亞力山太、是有學問的、
最能講解聖經。〔學問或作口才〕這
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裏火
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
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

使徒行傳十八：24－25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
弗所．他生在亞力山太、是有學問的、
最能講解聖經。〔學問或作口才〕這
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裏火
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訓人．
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

346

使徒行傳十八：26－27
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亞居拉
聽見、就接他來、將 神的道給他講
解更加詳細。他想要往亞該亞去．弟
兄們就勉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
他．〔或作弟兄們就寫信勸門徒接待
他〕他到了那裏、多幫助那蒙恩信主
的人．

使徒行傳十八：26－27
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亞居拉
聽見、就接他來、將 神的道給他講
解更加詳細。他想要往亞該亞去．弟
兄們就勉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
他．〔或作弟兄們就寫信勸門徒接待
他〕他到了那裏、多幫助那蒙恩信主
的人．

347

使徒行傳十八：28
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
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使徒行傳十八：28
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
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348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15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
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
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帖撒羅尼迦後書二：15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凡所
領受的教訓、不拘是我們口傳的、是
信上寫的、都要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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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歌羅西書三：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
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當把基督的
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以各樣的智
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歌羅西書三：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
富富的存在心裏、〔或作當把基督的
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以各樣的智
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350

如何追求如何追求

351

1.專心聽道

2.接受聖經課程之教導，明白
真理

3.多與弟兄彼此交通、互相勸勉

1.專心聽道

2.接受聖經課程之教導，明白
真理

3.多與弟兄彼此交通、互相勸勉

352

第十種方式
藉著環境

第十種方式
藉著環境

353

神是一位有計劃、有安排、有詳
細時間表的 神， 神做一切事
都照祂所預定、所喜悅的旨意去
行；雖然人的不信、敗壞，可能
耽延 神的計劃，但至終仍要成
就，如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
年才得進入迦南地。

神是一位有計劃、有安排、有詳
細時間表的 神， 神做一切事
都照祂所預定、所喜悅的旨意去
行；雖然人的不信、敗壞，可能
耽延 神的計劃，但至終仍要成
就，如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
年才得進入迦南地。

354

屬靈的基督徒，所遇見的每一件
事或環境，都不是偶然或突發的，
必有其原因，或是魔鬼的試探，
或是 神的安排，都必須清楚禱
告以尋求答案。

屬靈的基督徒，所遇見的每一件
事或環境，都不是偶然或突發的，
必有其原因，或是魔鬼的試探，
或是 神的安排，都必須清楚禱
告以尋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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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基督徒的一生都在 神的手中，
包括得救前及得救後，所以只管
信靠 神的引導，藉著所發生的
事情以致落在不同的環境裡，應
尋求明白 神要藉著這環境對我
們說什麼話。

基督徒的一生都在 神的手中，
包括得救前及得救後，所以只管
信靠 神的引導，藉著所發生的
事情以致落在不同的環境裡，應
尋求明白 神要藉著這環境對我
們說什麼話。

356

以弗所書一：3－5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
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
靈的福氣．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以弗所書一：3－5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
他在基督裏、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
靈的福氣．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
前成為聖潔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豫定我們、
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357

以弗所書一：6－9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
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
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 神
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
的、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
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以弗所書一：6－9
使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這恩典是
他在愛子裏所賜給我們的。我們藉這
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這恩典是 神
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
的、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
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358

以弗所書一：10－11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
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
業、〔得或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
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豫定的．

以弗所書一：10－11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
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裏面得了基
業、〔得或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
行作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豫定的．

359

以弗所書一：12－13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
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你們既聽
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以弗所書一：12－13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
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你們既聽
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360

以弗所書一：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
文作質〕直等到 神之民〔民原文作
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以弗所書一：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
文作質〕直等到 神之民〔民原文作
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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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加拉太書四：1－3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
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
分別．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
他父親豫定的時候來到。我們為孩童
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
如此。

加拉太書四：1－3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雖然是全業的主
人、但為孩童的時候、卻與奴僕毫無
分別．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直等
他父親豫定的時候來到。我們為孩童
的時候、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也是
如此。

362

加拉太書四：4－5
及至時候滿足、 神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
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
的名分。

加拉太書四：4－5
及至時候滿足、 神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
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
的名分。

363

加拉太書四：6－7
你們既為兒子、 神就差他兒子的靈、
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
阿爸、父。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
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
著 神為後嗣。

加拉太書四：6－7
你們既為兒子、 神就差他兒子的靈、
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
阿爸、父。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
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
著 神為後嗣。

364

羅馬書十五：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
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著盼望。

羅馬書十五：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
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著盼望。

365

哥林多前書十：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
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哥林多前書十：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
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

366

使徒行傳十七：26－28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
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豫先定準
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
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
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
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
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使徒行傳十七：26－28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
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豫先定準
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
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
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
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
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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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約翰福音十：28－29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
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
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約翰福音十：28－29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
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
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
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368

聖經中的例子聖經中的例子

369

1.約瑟雖遭遇被兄弟賣到埃及、
波提乏的妻子誣陷入獄，依然相
信環境是上帝的安排，順服 神
的引導，後被立為埃及宰相，在
大饑荒中拯救雅各全家

1.約瑟雖遭遇被兄弟賣到埃及、
波提乏的妻子誣陷入獄，依然相
信環境是上帝的安排，順服 神
的引導，後被立為埃及宰相，在
大饑荒中拯救雅各全家

370

創世記五十：19－21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
替 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
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
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
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
慰他們。

創世記五十：19－21
約瑟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豈能代
替 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
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現在你
們不要害怕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
婦人、孩子．於是約瑟用親愛的話安
慰他們。

371

2.以斯帖記中除了猶大人以斯帖
得王后位份致後來可以救猶大
全族的人外，隨處可見 神的
手在藉環境在其中掌權

2.以斯帖記中除了猶大人以斯帖
得王后位份致後來可以救猶大
全族的人外，隨處可見 神的
手在藉環境在其中掌權

372

如何追求如何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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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1.遭逢困境時，不要抱怨學習來
到主面前尋求透過這個環境的心
意明白神的心意

2.學習凡事求問 神

1.遭逢困境時，不要抱怨學習來
到主面前尋求透過這個環境的心
意明白神的心意

2.學習凡事求問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