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手冊 6 (第六週)

【小組查經材料】

“僕人生涯-如何與主人接觸（聆聽神的聲音）”

*** 善意的提醒：
親愛的弟兄姐妹：

2008 年四月 25、26 日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請準備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讓身心疲憊的組員，能打開心門，
預備心來敬拜讚美主。約 15 分鐘。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把人帶到主的寶座前，帶下神的同在 。約
20 分鐘
小組長在此時段裡，帶領、鼓勵大家順從聖靈的感動說出勸勉、安
慰、造就的話。每次有人分享完後，都需要由小組長來回應，可以
為神的應許來感謝讚美主，為有需要的一起同聲開口禱告，或其他
方式。

新移民手冊的課程內容十分的豐富、實用，請您務必每
天從週一到週五先熟讀，而不是在小組聚會時一天一天的查
考。您可在小組中作簡單的心得分享，然後，小組一起複習
劉牧師所提供的『問題與答案』(在最後一頁 P16)，來幫助
弟兄姐妹回顧所讀的內容，並提供答案。
請帶領話語的弟兄姐妹複習前兩週的問題與討論。我們
將會在本課程結束之後的一次聚會中把這 11 週的問題從新
再回顧一次。
願神祝福各位靈命活潑、愛主更多！
黃光賢 傳道

第三時段：禱告服事
接下來這時段可以就地分幾個 3 人小組，為(一)小組認領的宣教單
位禱告。(二)為教會的事工，可參閱主日週報。(三)為個人需要，
新來賓，病痛者等祝福禱告。最後請小組長做結束禱告。約 20 分
鐘。

第四時段：話語分享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約 35 分鐘。
(請上教會網站 www.rolcc.net / 細胞小組 /查經資料中閱讀或下
載材料，在聚會時分享心得，並回答問題。)

教會近期事工與活動：
1.
2.
3.
4.
1

5/16 (五)
5/24-26
6/15(日)
6/25-29

神的殿我們的家，小組聚會暫停一次。
恩愛夫婦營。
浸禮
靈糧特會

第六週：第一天
4/19-4/25/2008
本 課︰僕人生涯
本 週：如何與主人接觸（聆聽神的聲音）
今 天：聆聽室
讀

加拉太書 2：20；羅馬書 7：22；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聆聽室：一位美國牧師受邀到一位日籍牧師家裡去。他們到後花園觀賞
時，看見那裡建了一所茅舍。日籍牧師說：「這就是我的聆聽室。」
建立你的聆聽室：你在神國度裡也需要一間「聆聽室」
。做為神的 PAIS，
也就是神的兒子或僕人，你必須先聽取主人的指示，然後才去做事。
〝聆
聽神〞對我們本身或別人的需要有什麼指示，以及祂要指派給我們什麼
工作，這應該都是最優先的事。禱告不只是我們對神的一種單向溝通，
也包括聆聽神對我們說話。
有四個關於我們在神國度裡生命的問題，是我們必須思考的。
一、神在人的內心：首先，
「當我與神溝通的時候，神在那裡呢？」你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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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是「高高在天上」
，在外太空聽你的禱告嗎？每當你禱告時，你是否
總是望著天花板或望著天上的星星呢？若神真的距離你如此遙遠，那神
就遙不可及了。
加拉太書 2：20 告訴我們：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因此，神的同在絕
不是「在那邊」
，而是「在裡面」
。 我們與父神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箴
言 18：24 告訴我們神是一位比兄弟更親密的朋友。不論你到那裡，祂
都和你在一起；祂也經常向你說話，這是你可以非常肯定的事實！在摩
西的時代，人們不能直接與神交通，他們只能從雲朵或火團裡得知神在
他們當中。而我們卻不必如此。神喜愛我們與祂對話，並且一生一世與
祂同行。這是我們在知覺裡能夠經驗到的。
二、內心與神交通：我們必須思考的第二個問題是：
「我身上的那一部份
與神交通呢？」羅馬書 7：22 說：『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
神的律。』（現代中文譯本：『我的內心原喜歡神的法則』）。三位一體的
神：父、子、聖靈住在你的內心。你禱告時，是和你的神與生命的主交
通。當你把自己奉獻給神，承認自己為神國度裡一份子的那一刻，你便
與神有了交通。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3 裡，保羅說他願意我們在那些方面全然成
聖（分別為聖）呢？
、
、與
保羅求誰來使我們成聖？ 那賜

的

神是由天上或從我們內心來進行這件事呢？
（你的選擇：） □ 天上
□ 內心

體

羅馬書 12：1

魂
思想

以弗所書 3：20 告訴我們：『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
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三、聆聽室是聽神聲音的一種狀況：其實，
「聆聽室」是指我們對生命的
一種態度與觀點，而不單是一間特別的房間；這房間不單是我們向神說
話，也是我們要聆聽神對我們說話的一種狀況。簡言之，就是神經常向
我們說話，而我們必須學習聆聽。然而問題就出在我們不曉得如何聆聽
神的聲音。無論是尋求神的引導、運用屬靈的恩賜服事、以及我們的思
想等事，我們必須仔細聆聽神對我們說些什麼。神國度裡除了聆聽室以
外，就沒有其他更重要的地方了！
陶恕博士（Dr. A. W. Tozer）在【渴慕神】
（The Pursuit of God）一書中說：
神的愛的最高境界不是理性的，而是屬靈的。神是個靈，而唯有人的靈
能夠真正了解祂。在人類心靈至深之處，神的愛必如火花般發出光輝；
若非如此，那愛就不是源自神的真愛 … 心靈破碎的人們擁有一種質
素，不為一般的人所了解。
我們會在日後幾週繼續談到這個問題。
四、頑固陣地：你想知道那些「頑固陣地」是什麼嗎？它們就是我們進
入神國度時隨身帶著的舊包袱。這些舊包袱原不屬於我們的生命，因此
當神在我們生命動工時便會逐漸把它們除去。當你學會交托神，並聆聽
神的聲音時，祂便會告訴你如何處置這些舊包袱。
請繼續傾聽神的呼喚：撒母耳記上 3：8 裡，撒母耳聽見一個聲音卻不
知道這聲音來自何處。他發覺只要一再仔細聆聽，那聲音就會繼續呼喚。
神就是那呼喚者。神不會因為我們一次聽不見就不再向我們說話；祂會
繼續說，直到我們聽見為止！

頑固陣地

靈

羅馬書
(內心)
8：6，
聖靈的印證
12：2
腓立比 三位一體的神居此
4：7-8
羅馬書

意志
羅馬書
6：12-14

現在把書本合上，聆聽神的聲音。安靜片刻。對神說：
「主啊，我在聆聽，
你向我說話吧！」神會在你心靈深處對你說話。你若聽見了神的聲音，
要感謝讚美祂；因為你心靈深處的火花已經開始熾燃。這聲音也許會把
一個「頑固陣地」燒掉，也許是一句引導的話。仔細的聽！

頑固陣地

頑固陣地 8：9-11，16

情感
腓立比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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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第二天
本 課：僕人生涯
本 週：如何與主人接觸（聆聽神的聲音）
今 天：如何聆聽神的聲音 （一）
讀

路加福音 5：15；6：12；21：37；22：39-46

耶穌的榜樣：以上各經文都提到主的生命裡一個重要習慣。路加福音 6：
12 裡記載在主耶穌的事工初期，祂面臨一個重要的抉擇；神的兒子正準
備開始祂的「細胞小組」
。（我們必須知道：即使是主耶穌本身也是和一
小群人在一起服事；而且他們全都各有缺點）耶穌在挑選門徒前，整晚
在「聆聽室」裡祈禱，祂在聽見了神與聖靈的啟示之後，才做出決定。
路加福音 21：37 記載在耶穌的事工後期，祂每日在殿裡教導人，而夜
裡則到橄欖山的「聆聽室」去禱告。這是主耶穌一向的習慣。
在路加福音 22：39-46 裡，我們再次看見耶穌在夜裡禱告。祂在那時經
歷到十字架的極度痛苦；雖然祂的肉體要到迦略山的十字架才會被釘，
但是當祂說：
『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之時，祂的意志已經在「聆聽室」裡被釘死
了。耶穌懇切禱告，以致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顯示了極度的傷痛。
耶穌也在其他時候獨自向父神禱告；包括祂受洗後在曠野的四十晝夜
裡。在馬太福音 14：23，我們發現耶穌獨自到山上的「聆聽室」禱告。
此外，祂也在迦百農以北遠處的一個山上禱告，並且在禱告的時候改變
了形象。
如果神的兒子有一個聆聽室，我們也同樣有此需要！我們在神國度的生
命裡，不論或大或小的事，都需要到聆聽室裡聽取主人的指示。

我們的情形：
你目前每一天花多少時間在「聆聽室」裡呢？（你可以把用在這
本小冊子的時間計算在內，不過不能以它來取代在神面前安靜聆
聽祂聲音的時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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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
沒有經常做，只是偶爾做
每天不超過一小時
每天至少一個小時

你知道嗎？我們的生命完全決定於我們認為何事最為重要！多年來，我
多次嘗試學習打高爾夫球，不過每次都半途而廢。為什麼呢？因為花幾
個小時來追趕一粒小白球，對我來說簡直是煩悶無比的事。我的太太很
喜歡觀看棒球賽，而我每次都要帶一本書去打發時間。如果你讓我單獨
在一個安靜的房裡，並給我一台電腦可以寫書，那我就會很高興了。我
們無論做什麼事，都受我們的價值觀所左右。若我們認為不值得把時間
花在聆聽室裡，我們就會找到無數的藉口來推搪，也因此過著毫無目標
的生活。想想看，磋跎歲月，年復一年，茫然度日，對萬王之王的引導
全然無知，這是不是很荒唐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在下述空白處寫下你對這件事的感想。若你願意，可以讓你的守
望者看看，或在下一次小組聚會中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聖靈如何向我們說話：當你學習聆聽神的聲音時，神便會在你的思
想裡向你說話，給你一個想法，或向你闡明某個問題。神也會在你的意
志裡說話，呼召你去做某件祂認為最好的事。又或者，神會在你內心的
靈說話，在你感覺煩惱的時候賜你平安，或在你平靜的時刻掀起波濤。
神亦會透過你的記憶對你說話，使你記起祂以往曾經給予你的幫助。當
你觸犯神的誡命時，祂便會在你的心中提醒你，使你感覺羞愧。
花時間：你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若你願意花時間和神在一起，你就
必定會聽見祂的聲音。所羅門王寫道：
『父親教訓我說：你心要存記我的
言語，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
（箴言 4：4）
。花時間單獨聆聽神的話
能夠重整你的價值系統。經濟學有一個基本的原理說：
「若你用了這麼多
錢購買了甲，你就不能用同一筆錢去購買乙！」而如何利用時間則遠比
如何使用金錢來得更加重要，你認為呢？ 想一想吧！

你目前用了多少時間從事以下的各項活動呢？你要如何做調整，
以便能撥出時間到聆聽室與神交通呢？
活動
每日/每週所花時間
聆聽室
消遣
工作 / 學校
觀看電視節目
逛街

活動
每日/每週所花時間
休息
與朋友交談
與家人在一起
閱讀、自修
細胞小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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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第三天
本 課：僕人生涯
本 週：如何與主人接觸（聆聽神的聲音）
今 天：如何聆聽神的聲音 （二）
讀

彼得前書 1：10-12，16-20；馬太福音 22：29

聖經與你的聆聽室時間之關連：讓我們先來了解撰寫聖經的那一位。彼
得前書 1：10-11『…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
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麼時候，並怎
樣的時候。』
請在你的聖經上這句經文旁劃線！那位住在你心裡的耶穌基督也同樣住
在編寫聖經的眾先知生命裡，並且引導他們寫下聖經。這段經文接著說：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
因此，聖經在你的生命裡佔著很重要的地位；你在聆聽室裡絕對不能沒
有聖經。
聖靈的啟示絕不會違背聖經：既然基督是聖經的作者，你便能確定凡祂
直接向你啟示的話，絕不會違反聖經。聖經上的教導和聖靈的啟示，必
然有著相輔相成的關係。聖經會對神所說的話加以肯定，而基督也絕不
會對你說一些違背聖經的話。以下有幾處經文讓你仔細思考，思想過每
一節經文，必要的話在聖經裡加以劃線註明。
羅馬書 15：4
提摩太後書 3：15
路加福音 24：27
路加福音 24：32

約翰福音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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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
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祂和我們說話，給
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
嗎？」
』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 …. 』

聖經→思想→啟示→聽見神的聲音：聖經所啟示的真理在我們讀過並加
以理解後，便被我們的思想所吸收。接下來的步驟我們可用一個特別的
詞彙來描述它，就是「闡明」兩個字。當我以我的心靈和思想同時尋求
主時，神的靈會在我的內心說話，直接把祂的想法和意見啟示給我。這
時候，我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經歷到神的同在。這個經歷也許是一種
深刻的敬拜、讚美、認罪、或受呼召在某一方面服事神。頓時間，一切
難題與傷痛的事都得到了解答。神也許會指示你去幫助某一個人認識基
督，或者給你一項啟示並要你去告訴細胞小組或家庭的一個成員。主耶
穌與神在一起交通的時間並不是形式般地例行公事，祂非常渴慕與神交
通的時間，而你也應該如此！在神的國度裡，我們與主及其他肢體間的
團契生活可說是一種專利權，是未信者永遠都無法明白的！

耶穌告訴馬太福音 22：29 裡的那些撒都該人（他們不相信復活的
事）說他們錯在兩方面。是那兩方面呢？
他們不明白
他們不曉得

的

你贊同下述那一句評述？
□

單單明白聖經就夠了

□

單單了解神的大能就夠了

□

聆聽室裡必須同時具備以上兩點

□

聆聽室中必須具備神的話與能力，我們才能得到神的闡明

闡明：讓我們一起來了解「闡明」的意思。翻開哥林多後書 3：17-18 祈
求聖靈來教導你有關這篇經文的內容—不單只是經文的意思，也包括這
經文對你的意義。在思想這篇經文的內容時，迅速寫下掠過你腦海的一
切思緒。以禱告的方式讀過全篇經文，發掘聖經的大能與意義。

聆聽室裡有聖經：我們到聆聽室與神交通時必須經常帶著聖經。對於任
何違背聖經教導的想法要馬上加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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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當你想聆聽神的聲音時，聖經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因此我極力建議你一
定要對全本聖經有個完整概念，這樣才不必永遠依賴別人來告訴你神要
從聖經向你說些什麼。你只需要每天抽出一點時間，在一年裡便能把聖
經全部讀完。

第六週：第四天
本 課：僕人生涯
本 週：如何與主人接觸（聆聽神的聲音）
今 天：如何聆聽神的聲音（三）
羅馬書 8：5-7；8：27；12：2

讀
別用你在聆聽室與神交通的時間來做。查經不能取代與神交通的時間。
你必須明白，這段研經時間是一段特別的裝備時間，可使你一生受益無
窮。耶穌對那些法利賽人嚴加責備，也是對我們的一個警惕。祂說：
『你
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做見證就是這經。然而，你
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約翰福音 5：39-40）
許多人必須花時間和金錢到聖經學院去研讀這種課程，而你卻能夠在家
裡，每日僅用十五至二十分鐘研讀【環遊新約】及【環遊舊約】（Cover The
Bible）就足以完成。這套書是專為個人研讀而寫的，備有視聽教材每日
提供五分鐘的指導，而到了某個階段，這書也會指示你把你的研經心得
與守望者或教會中有教導恩賜的人分享，請他們給予你額外的指導。

聖靈會引導我們：根據以上各經文的先後次序仔細讀過其內容。這些經
文都說明聖靈是我們的導師，會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我們曉得，
不論聖靈透過聖經裡的那一節經文給我們啟示，或是直接向我們說話，
祂的引導絕不會違背聖經的教導。
默想神的話：我們的思想或「內心」（我們的靈）是不能分開來運用的，
必須兩者並用。默想聖經包括了思想上的分析和心靈上的自然感應。在
神的國度裡並不等於沒有個人思想。其實在尋求神的時候，你仍然必須
運用本身的思想；不同的是，這時候你的思想有了正確的焦點。
以靈領受啟示：在了解聖經真理的過程中，雖然你必須運用思想來整理
和判定，然而卻不是以思想來領受聖靈的啟示；領受啟示的是我們內心
的靈。思想與靈是相輔相成的。聖靈的闡明或啟示並非無理性的，而是
超理性的！因為它牽涉到那存在著的屬靈世界。
思想與靈一起與聖靈交通：在你未把生命交給神管理之前，黑暗的權勢
隨時都控制著你的思想（羅馬書 8：7）和你的靈。然而現在完全不同了！
如今你的思想和靈能夠與那位引導你進入真理的聖靈交通了。

評估你的目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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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非
□

□
□

□
□

□

□

□

□

對我來說，最真實的事情通常屬於能夠見到及觸摸到
的，而非屬靈的經歷
我通常著重在鍛鍊我本身的思想，過於培育我的靈。
我通常讓我的思想來告訴我如何對某種情況做出反應
，而非我的靈。
我對事情通常會經過慎重的考慮與分析，而不是跟隨
神的靈的隨時啟示。
我用在研讀聖經上的時間，多過與主交通、敬拜、與
讚美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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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我靠知識的分析來做決定；我不曉得如何在神面
前安靜等待，直到神給我祂的看法、負擔與異象。
我很少經歷神直接對我說話，指示我去分享及做
某件事。

神的聲音有何特別呢？
1. 你能感覺到這聲音是發自你「內心深處」，而非你個人的想法。其實
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每當你對某人說「我愛你」時，你也知道那不
是發自你的思想的，對嗎？
2. 聖靈的啟示通常不是你主動想出來的。
3. 這聲音會很自然浮現在你腦海裡；不需要煞費心思去挖掘。
4. 亦會啟示你一個很特別的消息。
5. 你能感覺到所領受的字句和你本身慣用的不同。
6. 並且會令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

頭以禱告的心仔細鑑別這是否來自神的啟示。
你只需要一本小簿子就夠了，假如你有一台錄音機、打字機、或一台手
提式電腦，就使用它們。許多世紀以前，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以
自己編的密碼寫下他的聆聽室日記，要花好久才能解明。當你在聆聽室
裡與神坦然相對、聆聽神對你說話時，也許包括了一些非常切身的問題、
因此你不隨意公開讓別人閱讀。別忘了寫下日期！
認真操練：運動員必須不斷勤加鍛練，才能登峰造極。他們辛勤苦練是
為了要在比賽裡爭取更好的成績。在神的國度裡也是如此；學習聆聽神
的聲音，是為了使你能夠進一步去體驗一種你未曾經歷過的，神同在的
親密團契。

還等什麼呢？今天就開始寫你的日記吧！你一定會慶幸你這麼做
了….

希伯來書 5：14 說時常聆聽聖靈的啟示，能使我們學會「分辨好歹」
。重
覆：神無時無刻都在向你說話！除非你學會辨認神的聲音，否則你便會
將它和你本身的思想混淆，而即使祂對你說了什麼，你也會懵然不知。
檢驗方法：當你無法確定一些思想的來源時，約翰一書 4：1 說：
『一切
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不是，因為世上有許
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因此每當你有疑問時，只要想一想：
「這個想法
是否能榮耀耶穌呢？有沒有違反聖經的教導？」
能清楚事奉方向：先知在以賽亞書 6：8 裡說：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你也能夠期望主引導你進入事奉！以賽亞書在 30：21 說：
『你或
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
』
記錄：歷代以來，許多人把他們在聆聽室裡與神的交通記載下來，並且
被保留至今日。它們是作者們的珍貴記憶；其中有一些意義深長，以致
世代以來一直被出版為膾炙人口的讀物。
寫日記：我建議你也寫下個人「聆聽室日記」
，把浮現在你腦海裡一切來
自神的思想記錄下來。最初聆聽神的聲音時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怪異；你
心裡或許會想：
「這個思想到底是來自神或我本身呢？」若你徘徊於這個
問題上，這便會防礙你與神的交通。因此最好先將之寫下，而過後再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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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第五天
本 課：僕人生涯
本 週：如何與主人接觸（聆聽神的聲音）
今 天：如何聆聽神的聲音（四）
讀

路加福音 10：38-42；羅馬書 12：11

優先順序：那個重要？
馬大忙著為這位特別的客人預備食物，而馬利亞則渴望和耶穌在一起。
你問問自己：
「若耶穌今天來到我家，我的反應會和馬大，或者馬利亞相
似呢？」

□
□
□

為客人預備食物是不重要的事
以上全對
以上全錯

保羅的總結：保羅在羅馬書 12：11 裡寫道：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
熱，常常服事主。』換句話就是說：
「不要耽誤你目前所做的事，但也別
忽略在聆聽室與主交通的時間。」
沒有主的能力，我們就不可能做主的工。而要成為神的能力的管道，我
們就必須時時刻刻與主交通。

持續禱告到 …. 為止！
□
□

馬大
馬利亞

我們的價值觀會影響我們對相同的情況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應。馬大認為
服事耶穌是最重要的事，而馬利亞則認為和耶穌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見證：我的生命裡曾經有一段時期，總認為服事主是我所能做的最重要
事情。而每當我如此想的時候，我就能感覺到服事裡逐漸失去了神的能
力。這種情形就如警鐘般，使我突然發覺自己已成了一位馬大。正如她
一樣，我帶著批評的眼光去審判那些「沒有像我一樣辛勤為主做工」的
人。這種態度使我內心完全失去了主 Agape 的愛，而我的靈也傷害了四
周的人。在那些日子裡，每當夜幕低垂的時候，我的聆聽室就變成了一
間懺悔室！（約翰一書 1：9）我想我們一定要時時記得，神並不以我們
所做的事來衡量我們，神接納我們是無條件的！每當我們因為服事而停
止與神交通時，我們就會好像馬大一樣。因此，我們必須學會兩者兼顧！
路加福音 10：41-42 裡，當馬大向耶穌埋怨的時候，耶穌怎麼說呢？ （按
你的理解，重寫耶穌所說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加福音 10：41-42 裡，耶穌說「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份」
。 耶
穌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
□
13

耶穌不贊成讓實際的事情取代我們與主交通的時間

一則見證：
Lydia M. Swain 是韓國漢城趙鏞基牧師的私人助理。她告訴我們有關「持
續禱告到…為止」的重要性。她說有一次當她來到主面前時，神使她對
在美國的女兒有一種很沉重的負擔。她被這陣強烈的感覺擊潰，於是回
家禁食禱告了好幾天，因她感覺到女兒的生命有了危險。在聆聽室裡渡
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後，主對她說：
「現在沒事了。放心吧，我會照顧她！」
稍後，她接到女兒打來電話，說不久前她在離地面三萬英呎高的飛機上。
當時她正想解開安全帶起身走到通道上，突然聽見主的聲音對她說：
「別
鬆開安全帶！」她愕了一下，坐在那裡正在思想這句話時，一個男人突
然起身疾步走向機門，把門一拉就往下跳。說時遲那時快，霎時間機內
所有沒被繫緊的物體都被吸出了機艙外！
Lydia 告訴我們這些年來她學會了一件事，就是不單只是要禱告，而且
要持續禱告到心中的負擔鬆解了為止。別忘了這個重要的真理：
「要心裡
火熱常常服事主。」

聆聽是為了造就別人
為自己也為別人
不是指導、不是指控、不是控制
乃是互相的生命責任
要認真負起做 Oikodomeo 的責任，去「造就別人」
。在細胞小組裡，你
會得知別人生命裡的種種問題與需要。因此你要聆聽神的啟示；關於這
些問題的原因、解決的途徑等，並知道如何把神給你的啟示告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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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常在細胞小組聚會完畢之後，仍然不清楚神對當中組員所提出的問
題有何啟示。有時候要等我在聆聽室禱告時，神才會給我指示，或給我
一句話，讓我在下一次小組聚會時分享，或者私底下告訴他們。當你為
別人生命裡的需要「持續禱告」時，你也可能會有這種經驗。

問題與答案：

不急著說（要默想與確定）
：每當神向你啟示一個信息，要你去告訴另一
個人時，你可以把這啟示寫在「聆聽室日記」裡並加以默想；神也許會
指示你如何去說。有時候神會對你啟示有關你本身，或別人身體上的某
個病情。你不能帶著一心想見神蹟的態度來為病人禱告。耶穌施行醫治
是因為祂憐憫那些身受病痛的人。若你能夠明白耶穌的憐憫心腸，你的
禱告便會見效。

2. 聖靈如何向我們說話？
答：聖靈透過我們的思想、意念，以及心中的感動向我們說
話。

一則奇妙的見證：
我小組裡有一位叫著蘭絲的姊妹。她得知媳婦懷了畸胎；經過幾次掃瞄，
直到懷孕後期，所有的診斷都顯示了同樣的跡象。於是蘭絲到聆聽室懇
切地為這位嬰孩禱告。神聽見她的哀求，醫治了腹中的胎兒，嬰孩出世
後完美無瑕。蘭絲「持續禱告到 … 」
，而神也因此醫治了腹裡的嬰兒。
你也要憑著信心，信靠神會使用你把祂美好的旨意帶給別人。

1. 聆聽神聲音的四個原則？
答：花時間、讀神的話語(讀聖經)、歡迎聖靈、持續禱告。

3. 神的聲音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答：a. 發自內心深處的感受，而不是自己想出來的。
b. 很自然的浮現在腦海中。
c. 啟示特別的信息。
d. 與你平時所慣用的字句不同。
e. 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
4. 聆聽神的目的是什麼？
答：a. 明白自己的堅固營壘。
b. 為要造就別人。
z 請從本週起開始寫聆聽神日誌，每天至少用 10 分鐘專心
聆聽神的聲音，並把它記錄下來，別忘了要記下日期哦！
z 請複習第四週和第五週的問題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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