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主日裝備課程 向高處行  第三週  傾聽神的聲音 (一)   延莎莉 

一 錯誤的觀念 

1. 希臘神觀: 神在遠處觀看世界,  攪動世界, 人類的問題與他無關 

2. 泛靈神觀: 神是在固定地方, 管理某類的事情, 或是像個到處遊走的精靈  

3. 阿拉丁神觀: 神是受人操縱吩咐的僕人 幫助,人達到個人想達到的願望 

4. 急難神觀: 只有在遇到急難困難時, 遠在天邊的神才會接收到求救信號 

5. 善行神觀: 如果你像個乖孩子, 努力服事, 凡事有好表現, 神就向你顯現說話 

6. 聖經神觀: 父子, 兄弟, 君臣, 主僕, 朋友, 親密愛人, 彼此溝通是維持關係的必要條件與管

道  

二 聖經怎麼說: 神跟人之間有互相溝通的嗎? 

 三位一體的神, 互相有溝通 

1. 創 1:26; 3:22 

2. 路 3:23 

3. 約 12:27-30 

 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  人跟人會溝通, 神跟人也會溝通; 不是人聽不到的問題, 是人聽與不

聽的問題 

1. 神呼叫亞當 (創 3:8-10) 

2. 挪亞聽見神的吩附且遵行造方舟, 全家得救, 其它人不聽, 就滅亡 

3. 神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 (創 18:17)  

4. 以撒雅各…神主動顯現說話啟示 

5. 神與摩西及會眾溝通  

 神呼召摩西(出 3:4-6) 

 整個出埃及記可以看到神與摩西講話, 甚至面對面, 不用謎語的明說 

 會眾對神的話的反應: 出 19:9;20:18-19 「眾百姓見雷轟、閃電、角聲、山

上冒煙，就都發顫，遠遠的站立，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

聽；不要上帝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 」 

 這事以後, 就有約櫃的建立, 從此, 神只有與代表 (祭司, 先知)說話, 不和人

直接說話 

 

6. 直到舊約與新約交接的四百年間, 神因以色列列民的悖逆, 而閉口不言四百年。耶

穌基督道成肉身後, 直接以人的樣式與人溝通。 耶穌常宣告說: 「有耳的可聽的, 

就應當聽」(太 11:15; 13:43; 可 4:9; 路 14:35) 

7. 啟示錄 3: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

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8. 是人的罪將神與人之間的溝通隔斷, 但是對於已經認罪悔改的神的兒女而言, 聽見

神的聲音只是一個操練與聽從順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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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彼得遠遠跟著耶穌 (太 26:58); 約翰緊緊跟隨耶穌,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 有祂母

親…和祂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約 19:25-26) 

三 聽神聲音的途徑: 

1. 讀神的話 

2. 與神講話 (禱告) 

3. 打開耳朵, 聽心裡微小的聲音或意念 

四 分辨神的聲音與旨意之原則: 

1. 養成求問的習慣:  

 勤讀聖經, 從中去抓住神做事的法則, 去更認識神的屬性, 是明白神旨意的基本步

驟。 

 傳道書 5:2”你在神面前, 不可冒失開口, 也不可心急發言, 因為神在天上, 你在地下 

所以你的言語要寡少。” 

2. 定意遵行的心志與態度: 

 期待答案, 耐心等候回覆。與神同行的生活 等候是一門必修課。 

 立志遵行。明白神的旨意就如同義人的道路, 越走越光明, 直到午正。 

 保羅:我直到今天沒有違背天上來的異象; 又說: “那當跑的路我已跑盡, 美好的仗我

已打過”就是這種心志使保羅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在認識耶穌基督後, 沒有跑錯方向, 

沒有上錯仗場。  

 箴 22:17-20"你須側耳聽智慧人的言語, 留心領會我的知識, 你若心中存記, 嘴上咬

定, 這便為美。 我今日以此特別指教你, 為要使你倚靠耶和華, 謀略和知識的美事, 

我豈沒有寫給你嗎 

3. 主觀經驗與感動: 內心深處的平安, 神所賜之 

4. 屬靈長輩的印證: 與清心愛主的弟兄姊妹或長輩禱告, 同感一靈 

5. 環境印證: 神所開的門, 也許有攔阻, 但至終無人能關; 神所關上的門, 任人再努力, 也無人

能打開。  

6. 容許神用祂所選擇的方式向你說話:  

 經文 

 可聽見的聲音 (撒母耳記, 埃 3:4) 

 可領受的感動與意念 (徒) 

 異象 (賽 6:1, 啟 1:12-17)  

 異夢 (太 2:2)  

 安靜微小的內在聲音 (賽 30:21)  

7. 學習不隨便談論神對你的帶領, 除非我們是在上課操練或是神容許我們這麼做: 例如約瑟太

快分享異夢給他的父母兄弟, 結果引發兄長對他的嫉妒因而加害於他; 馬利亞在天使對她發

完預言後, 她把這話存在內心, 反覆思量, 讓神的時間來印證與成就, 如果她一領受, 就奔相

走告左鄰右舍, 想像可能會為她招致甚麼樣的難堪與羞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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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與主的關係對聆聽神的聲音而言是最重要的原則: 

 我做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 

 神與摩西面對面說話, 不用謎語 

 約 15:14-15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 

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 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 已經都告訴

你們了。” 
9. 要活在已知的旨意中 

10. 對先知的態度: 當然聖經中提到, 聽從先知的話就必亨通。 但是仔細研讀, 聖經裡

先知的話多是對人不敬畏神的警告, 要人從愚蠢中轉回, 所以聽從先知, 當然就必亨

通。但是今天有許多的先知預言的宣告性的話語, 而非警告性的話語;先知不是我們

仰賴得神旨意的管道, 在舊約時代, 因為聖經尚未啟示完全, 人又偏行己路, 敬拜偶

像而沒有敬拜真神, 所以神藉先知的口來傳警告與悔改的信息; 今天的我們有聖靈

在我們裡面引導我們, 就如約一 2:27”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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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 

 

討論問題: 

1. 聆聽神的聲音對你是很新的事情嗎? 你渴慕聽神的聲音嗎? 今天的課程內容哪些是你已經

知道也在操練的, 哪些還在學習中? 

2. 對你而言, 學習聽神的聲音最大的挑戰與困難在哪裡? 你打算如何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