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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查经材料】        新移民手册 6 (第六周) 
 

“仆人生涯-如何与主人接触（聆听神的声音）” 

2008 年四月 25、26 日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请准备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让身心疲惫的组员，能打开心门，

预备心来敬拜赞美主。约 15 分钟。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把人带到主的宝座前，带下神的同在。约

20 分钟 
小组长在此时段里，带领、鼓励大家顺从圣灵的感动说出劝勉、安

慰、造就的话。每次有人分享完后，都需要由小组长来响应，可以

为神的应许来感谢赞美主，为有需要的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或其它

方式。 
 

第三时段：祷告服事 

接下来这时段可以就地分几个 3 人小组，为(一)小组认领的宣教单

位祷告。(二)为教会的事工，可参阅主日周报。(三)为个人需要，

新来宾，病痛者等祝福祷告。最后请小组长做结束祷告。约 20 分

钟。 
 

第四时段：话语分享 
以分享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约 35 分钟。 
(请上教会网站 www.rolcc.net / 细胞小组 /查经数据中阅读或下载

材料，在聚会时分享心得，并回答问题。) 
 
教会近期事工与活动： 
 
1. 5/16 (五) 神的殿我们的家，小组聚会暂停一次。 
2. 5/24-26 恩爱夫妇营。 
3. 6/15(日) 浸礼 
4. 6/25-29 灵粮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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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意的提醒： 
 亲爱的弟兄姐妹： 

新移民手册的课程内容十分的丰富、实用，请您务必每

天从周一到周五先熟读，而不是在小组聚会时一天一天的查

考。您可在小组中作简单的心得分享，然后，小组一起复习

刘牧师所提供的『问题与答案』(在最后一页 P16)，来帮助

弟兄姐妹回顾所读的内容，并提供答案。 

请带领话语的弟兄姐妹复习前两周的问题与讨论。我们

将会在本课程结束之后的一次聚会中把这 11 周的问题从新

再回顾一次。 

愿神祝福各位灵命活泼、爱主更多！ 

           黄光贤 传道 

第六周：第一天               4/19-4/25/2008 
本  课︰仆人生涯 
本  周：如何与主人接触（聆听神的声音） 
今  天：聆听室 

读   加拉太书 2：20；罗马书 7：22；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聆听室：一位美国牧师受邀到一位日籍牧师家里去。他们到后花园观赏

时，看见那里建了一所茅舍。日籍牧师说：「这就是我的聆听室。」 

 

建立你的聆听室：你在神国度里也需要一间「聆听室」。做为神的 PAIS，
也就是神的儿子或仆人，你必须先听取主人的指示，然后才去做事。〝

聆听神〞对我们本身或别人的需要有什么指示，以及祂要指派给我们什

么工作，这应该都是最优先的事。祷告不只是我们对神的一种单向沟通，

也包括聆听神对我们说话。 

 
有四个关于我们在神国度里生命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 

一、神在人的内心：首先，「当我与神沟通的时候，神在那里呢？」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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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是「高高在天上」，在外层空间听你的祷告吗？每当你祷告时，你是

否总是望着天花板或望着天上的星星呢？若神真的距离你如此遥远，那

神就遥不可及了。 
 
加拉太书 2：20 告诉我们：『…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神的同在绝

不是「在那边」，而是「在里面」。 我们与父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箴

言 18：24 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比兄弟更亲密的朋友。不论你到那里，祂

都和你在一起；祂也经常向你说话，这是你可以非常肯定的事实！在摩

西的时代，人们不能直接与神交通，他们只能从云朵或火团里得知神在

他们当中。而我们却不必如此。神喜爱我们与祂对话，并且一生一世与

祂同行。这是我们在知觉里能够经验到的。 
 
二、内心与神交通：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我身上的那一部份

与神交通呢？」罗马书 7：22 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

神的律。』（现代中文译本：『我的内心原喜欢神的法则』）。三位一体的神：

父、子、圣灵住在你的内心。你祷告时，是和你的神与生命的主交通。

当你把自己奉献给神，承认自己为神国度里一份子的那一刻，你便与神

有了交通。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里，保罗说他愿意我们在那些方面全然成

圣（分别为圣）呢？ 

             、              、与                
 

保罗求谁来使我们成圣？ 那赐            的          
 

神是由天上或从我们内心来进行这件事呢？ 

（你的选择：）  □ 天上    □ 内心 

 
 
 
 
 
 
 
 
 
 
 
 
 

体 罗马书 12：1 

魂 
灵 

(内心) 
圣灵的印证 

三位一体的神居此 
罗马书 

8：9-11，16 

思想 
罗马书 
8：6， 

12：2 
腓立比 
4：7-8 

情感 

腓立比 4：6 

意志 

罗马书 
   6：12-14

顽固阵地 

顽固阵地 

顽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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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3：20 告诉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

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三、聆听室是听神声音的一种状况：其实，「聆听室」是指我们对生命的

一种态度与观点，而不单是一间特别的房间；这房间不单是我们向神说

话，也是我们要聆听神对我们说话的一种状况。简言之，就是神经常向

我们说话，而我们必须学习聆听。然而问题就出在我们不晓得如何聆听

神的声音。无论是寻求神的引导、运用属灵的恩赐服事、以及我们的思

想等事，我们必须仔细聆听神对我们说些什么。神国度里除了聆听室以

外，就没有其它更重要的地方了！ 
陶恕博士（Dr. A. W. Tozer）在【渴慕神】（The Pursuit of God）一书中说：

神的爱的最高境界不是理性的，而是属灵的。神是个灵，而唯有人的灵

能够真正了解祂。在人类心灵至深之处，神的爱必如火花般发出光辉；

若非如此，那爱就不是源自神的真爱 … 心灵破碎的人们拥有一种质素，

不为一般的人所了解。 
 
我们会在日后几周继续谈到这个问题。 
 
四、顽固阵地：你想知道那些「顽固阵地」是什么吗？它们就是我们进

入神国度时随身带着的旧包袱。这些旧包袱原不属于我们的生命，因此

当神在我们生命动工时便会逐渐把它们除去。当你学会交托神，并聆听

神的声音时，祂便会告诉你如何处置这些旧包袱。 
 
请继续倾听神的呼唤：塞缪尔记上 3：8 里，塞缪尔听见一个声音却不

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他发觉只要一再仔细聆听，那声音就会继续呼唤。

神就是那呼唤者。神不会因为我们一次听不见就不再向我们说话；祂会

继续说，直到我们听见为止！ 
 
现在把书本合上，聆听神的声音。安静片刻。对神说：「主啊，我在聆听，

你向我说话吧！」神会在你心灵深处对你说话。你若听见了神的声音，要

感谢赞美祂；因为你心灵深处的火花已经开始炽燃。这声音也许会把一

个「顽固阵地」烧掉，也许是一句引导的话。仔细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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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第二天 
本  课：仆人生涯 
本  周：如何与主人接触（聆听神的声音） 
今  天：如何聆听神的声音 （一） 

读     路加福音 5：15；6：12；21：37；22：39-46 
 
耶稣的榜样：以上各经文都提到主的生命里一个重要习惯。路加福音 6：
12 里记载在主耶稣的事工初期，祂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神的儿子正准

备开始祂的「细胞小组」。（我们必须知道：即使是主耶稣本身也是和一

小群人在一起服事；而且他们全都各有缺点）耶稣在挑选门徒前，整晚

在「聆听室」里祈祷，祂在听见了神与圣灵的启示之后，才做出决定。 
 
路加福音 21：37 记载在耶稣的事工后期，祂每日在殿里教导人，而夜

里则到橄榄山的「聆听室」去祷告。这是主耶稣一向的习惯。 
 
在路加福音 22：39-46 里，我们再次看见耶稣在夜里祷告。祂在那时经

历到十字架的极度痛苦；虽然祂的肉体要到迦略山的十字架才会被钉，

但是当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

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之时，祂的意志已经在「聆听室」里被钉死了。

耶稣恳切祷告，以致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显示了极度的伤痛。 
 
耶稣也在其它时候独自向父神祷告；包括祂受洗后在旷野的四十昼夜里。

在马太福音 14：23，我们发现耶稣独自到山上的「聆听室」祷告。此外，

祂也在迦百农以北远处的一个山上祷告，并且在祷告的时候改变了形象。 
如果神的儿子有一个聆听室，我们也同样有此需要！我们在神国度的生

命里，不论或大或小的事，都需要到聆听室里听取主人的指示。 
 
我们的情形： 

你目前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在「聆听室」里呢？（你可以把用在这

本小册子的时间计算在内，不过不能以它来取代在神面前安静聆

听祂声音的时间。）  

□  完全没有 

□  没有经常做，只是偶尔做 

□  每天不超过一小时 

□  每天至少一个小时 

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完全决定于我们认为何事最为重要！多年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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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尝试学习打高尔夫球，不过每次都半途而废。为什么呢？因为花几

个小时来追赶一粒小白球，对我来说简直是烦闷无比的事。我的太太很

喜欢观看棒球赛，而我每次都要带一本书去打发时间。如果你让我单独

在一个安静的房里，并给我一台计算机可以写书，那我就会很高兴了。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受我们的价值观所左右。若我们认为不值得把时

间花在聆听室里，我们就会找到无数的借口来推搪，也因此过着毫无目

标的生活。想想看，磋跎岁月，年复一年，茫然度日，对万王之王的引

导全然无知，这是不是很荒唐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下述空白处写下你对这件事的感想。若你愿意，可以让你的守

望者看看，或在下一次小组聚会中分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的圣灵如何向我们说话：当你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时，神便会在你的思

想里向你说话，给你一个想法，或向你阐明某个问题。神也会在你的意

志里说话，呼召你去做某件祂认为最好的事。又或者，神会在你内心的

灵说话，在你感觉烦恼的时候赐你平安，或在你平静的时刻掀起波涛。

神亦会透过你的记忆对你说话，使你记起祂以往曾经给予你的帮助。当

你触犯神的诫命时，祂便会在你的心中提醒你，使你感觉羞愧。 
 
花时间：你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就是：若你愿意花时间和神在一起，你就

必定会听见祂的声音。所罗门王写道：『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

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箴言 4：4）。花时间单独聆听神的话

能够重整你的价值系统。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原理说：「若你用了这么多

钱购买了甲，你就不能用同一笔钱去购买乙！」而如何利用时间则远比如

何使用金钱来得更加重要，你认为呢？ 想一想吧！ 
 
你目前用了多少时间从事以下的各项活动呢？你要如何做调整，

以便能拨出时间到聆听室与神交通呢？ 
 

活动 每日/每周所花时间   活动        每日/每周所花时间 
聆听室                    休息                          
消遣                    与朋友交谈                    
工作 / 学校                     与家人在一起                   
观看电视节目                   阅读、自修                    
逛街                   细胞小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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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第三天 
本  课：仆人生涯 
本  周：如何与主人接触（聆听神的声音） 
今  天：如何聆听神的声音 （二） 

读     彼得前书 1：10-12，16-20；马太福音 22：29 
 
圣经与你的聆听室时间之关连：让我们先来了解撰写圣经的那一位。彼

得前书 1：10-11『…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

样的时候。』 
 
请在你的圣经上这句经文旁划线！那位住在你心里的耶稣基督也同样住

在编写圣经的众先知生命里，并且引导他们写下圣经。这段经文接着说：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

因此，圣经在你的生命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你在聆听室里绝对不能没

有圣经。 
 
圣灵的启示绝不会违背圣经：既然基督是圣经的作者，你便能确定凡祂

直接向你启示的话，绝不会违反圣经。圣经上的教导和圣灵的启示，必

然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圣经会对神所说的话加以肯定，而基督也绝不

会对你说一些违背圣经的话。以下有几处经文让你仔细思考，思想过每

一节经文，必要的话在圣经里加以划线注明。 
 
罗马书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

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提摩太后书 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路加福音 24：27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

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路加福音 24：32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祂和我们说话，给

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

吗？」』 
约翰福音 10：35       『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 …. 』 
 
聆听室里有圣经：我们到聆听室与神交通时必须经常带着圣经。对于任

何违背圣经教导的想法要马上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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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思想→启示→听见神的声音：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在我们读过并加

以理解后，便被我们的思想所吸收。接下来的步骤我们可用一个特别的

词汇来描述它，就是「阐明」两个字。当我以我的心灵和思想同时寻求

主时，神的灵会在我的内心说话，直接把祂的想法和意见启示给我。这

时候，我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经历到神的同在。这个经历也许是一种

深刻的敬拜、赞美、认罪、或受呼召在某一方面服事神。顿时间，一切

难题与伤痛的事都得到了解答。神也许会指示你去帮助某一个人认识基

督，或者给你一项启示并要你去告诉细胞小组或家庭的一个成员。主耶

稣与神在一起交通的时间并不是形式般地例行公事，祂非常渴慕与神交

通的时间，而你也应该如此！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与主及其它肢体间的

团契生活可说是一种专利权，是未信者永远都无法明白的！ 
 
耶稣告诉马太福音 22：29 里的那些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的

事）说他们错在两方面。是那两方面呢？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晓得            的                               

     

      你赞同下述那一句评述？ 

      □    单单明白圣经就够了 

      □    单单了解神的大能就够了 

      □    聆听室里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两点 

      □    聆听室中必须具备神的话与能力，我们才能得到神的阐明 

 

阐明：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阐明」的意思。翻开哥林多后书 3：17-18 祈

求圣灵来教导你有关这篇经文的内容—不单只是经文的意思，也包括这

经文对你的意义。在思想这篇经文的内容时，迅速写下掠过你脑海的一

切思绪。以祷告的方式读过全篇经文，发掘圣经的大能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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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当你想聆听神的声音时，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因此我极力建议你一

定要对全本圣经有个完整概念，这样才不必永远依赖别人来告诉你神要

从圣经向你说些什么。你只需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在一年里便能把圣

经全部读完。 
 
别用你在聆听室与神交通的时间来做。查经不能取代与神交通的时间。

你必须明白，这段研经时间是一段特别的装备时间，可使你一生受益无

穷。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严加责备，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惕。祂说：『你

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然而，你

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 5：39-40） 
 
许多人必须花时间和金钱到圣经学院去研读这种课程，而你却能够在家

里，每日仅用十五至二十分钟研读【环游新约】及【环游旧约】（Cover The 
Bible）就足以完成。这套书是专为个人研读而写的，备有视听教材每日

提供五分钟的指导，而到了某个阶段，这书也会指示你把你的研经心得

与守望者或教会中有教导恩赐的人分享，请他们给予你额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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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第四天 
本  课：仆人生涯 
本  周：如何与主人接触（聆听神的声音） 
今  天：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三） 

读     罗马书 8：5-7；8：27；12：2 
 
圣灵会引导我们：根据以上各经文的先后次序仔细读过其内容。这些经

文都说明圣灵是我们的导师，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晓得，

不论圣灵透过圣经里的那一节经文给我们启示，或是直接向我们说话，

祂的引导绝不会违背圣经的教导。 

 

默想神的话：我们的思想或「内心」（我们的灵）是不能分开来运用的，

必须两者并用。默想圣经包括了思想上的分析和心灵上的自然感应。在

神的国度里并不等于没有个人思想。其实在寻求神的时候，你仍然必须

运用本身的思想；不同的是，这时候你的思想有了正确的焦点。 

 

以灵领受启示：在了解圣经真理的过程中，虽然你必须运用思想来整理

和判定，然而却不是以思想来领受圣灵的启示；领受启示的是我们内心

的灵。思想与灵是相辅相成的。圣灵的阐明或启示并非无理性的，而是

超理性的！因为它牵涉到那存在着的属灵世界。 

 

思想与灵一起与圣灵交通：在你未把生命交给神管理之前，黑暗的权势

随时都控制着你的思想（罗马书 8：7）和你的灵。然而现在完全不同了！

如今你的思想和灵能够与那位引导你进入真理的圣灵交通了。 

 

      评估你的目前情况： 

   是    非 

   □    □    对我来说，最真实的事情通常属于能够见到及触摸到 

               的，而非属灵的经历 

   □    □    我通常着重在锻炼我本身的思想，过于培育我的灵。 

   □    □    我通常让我的思想来告诉我如何对某种情况做出反应 

               ，而非我的灵。 

   □    □    我对事情通常会经过慎重的考虑与分析，而不是跟随 

               神的灵的随时启示。 

   □    □    我用在研读圣经上的时间，多过与主交通、敬拜、与 

               赞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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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靠知识的分析来做决定；我不晓得如何在神面 

               前安静等待，直到神给我祂的看法、负担与异象。 

   □    □    我很少经历神直接对我说话，指示我去分享及做 

               某件事。 

 

神的声音有何特别呢？ 
 
1. 你能感觉到这声音是发自你「内心深处」，而非你个人的想法。其实

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每当你对某人说「我爱你」时，你也知道那不

是发自你的思想的，对吗？ 
2. 圣灵的启示通常不是你主动想出来的。 
3. 这声音会很自然浮现在你脑海里；不需要煞费心思去挖掘。 
4. 亦会启示你一个很特别的消息。 
5. 你能感觉到所领受的字句和你本身惯用的不同。 
6. 并且会令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 
 
希伯来书 5：14 说时常聆听圣灵的启示，能使我们学会「分辨好歹」。 重
复：神无时无刻都在向你说话！除非你学会辨认神的声音，否则你便会

将它和你本身的思想混淆，而即使祂对你说了什么，你也会懵然不知。 
 
检验方法：当你无法确定一些思想的来源时，约翰一书 4：1 说：『一切

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

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因此每当你有疑问时，只要想一想：「这个想法

是否能荣耀耶稣呢？有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 
 
能清楚事奉方向：先知在以赛亚书 6：8 里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也能够期望主引导你进入事奉！以赛亚书在 30：21 说：『你或向左或

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记录：历代以来，许多人把他们在聆听室里与神的交通记载下来，并且

被保留至今日。它们是作者们的珍贵记忆；其中有一些意义深长，以致

世代以来一直被出版为脍炙人口的读物。 
 
写日记：我建议你也写下个人「聆听室日记」，把浮现在你脑海里一切来

自神的思想记录下来。最初聆听神的声音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怪异；你

心里或许会想：「这个思想到底是来自神或我本身呢？」若你徘徊于这个

问题上，这便会防碍你与神的交通。因此最好先将之写下，而过后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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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以祷告的心仔细鉴别这是否来自神的启示。 
你只需要一本小簿子就够了，假如你有一台录音机、打字机、或一台手

提式计算机，就使用它们。许多世纪以前，约翰韦斯利（John Wesley）
以自己编的密码写下他的聆听室日记，要花好久才能解明。当你在聆听

室里与神坦然相对、聆听神对你说话时，也许包括了一些非常切身的问

题、因此你不随意公开让别人阅读。别忘了写下日期！ 
 
认真操练：运动员必须不断勤加锻练，才能登峰造极。他们辛勤苦练是

为了要在比赛里争取更好的成绩。在神的国度里也是如此；学习聆听神

的声音，是为了使你能够进一步去体验一种你未曾经历过的，神同在的

亲密团契。 
 
还等什么呢？今天就开始写你的日记吧！你一定会庆幸你这么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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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周：第五天 
本  课：仆人生涯 
本  周：如何与主人接触（聆听神的声音） 
今  天：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四） 

读     路加福音 10：38-42；罗马书 12：11 
 
优先级：那个重要？ 
马大忙着为这位特别的客人预备食物，而马利亚则渴望和耶稣在一起。

你问问自己：「若耶稣今天来到我家，我的反应会和马大，或者马利亚相

似呢？」 
 
□  马大  
□  马利亚 
 
我们的价值观会影响我们对相同的情况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马大认为

服事耶稣是最重要的事，而马利亚则认为和耶稣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见证：我的生命里曾经有一段时期，总认为服事主是我所能做的最重要

事情。而每当我如此想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服事里逐渐失去了神的能

力。这种情形就如警钟般，使我突然发觉自己已成了一位马大。正如她

一样，我带着批评的眼光去审判那些「没有像我一样辛勤为主做工」的

人。这种态度使我内心完全失去了主 Agape 的爱，而我的灵也伤害了四

周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每当夜幕低垂的时候，我的聆听室就变成了一

间忏悔室！（约翰一书 1：9）我想我们一定要时时记得，神并不以我们

所做的事来衡量我们，神接纳我们是无条件的！每当我们因为服事而停

止与神交通时，我们就会好像马大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两者兼顾！ 
 
路加福音 10：41-42 里，当马大向耶稣埋怨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 （按

你的理解，重写耶稣所说的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路加福音 10：41-42 里，耶稣说「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份」。 耶
稣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    耶稣不赞成让实际的事情取代我们与主交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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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客人预备食物是不重要的事 

□    以上全对 

□    以上全错 

 
保罗的总结：保罗在罗马书 12：11 里写道：『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

热，常常服事主。』换句话就是说：「不要耽误你目前所做的事，但也别

忽略在聆听室与主交通的时间。」 
 
没有主的能力，我们就不可能做主的工。而要成为神的能力的管道，我

们就必须时时刻刻与主交通。 
 
 
持续祷告到 …. 为止！ 
一则见证： 
Lydia M. Swain 是韩国汉城赵镛基牧师的私人助理。她告诉我们有关「持

续祷告到…为止」的重要性。她说有一次当她来到主面前时，神使她对

在美国的女儿有一种很沉重的负担。她被这阵强烈的感觉击溃，于是回

家禁食祷告了好几天，因她感觉到女儿的生命有了危险。在聆听室里渡

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主对她说：「现在没事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她！」  
 
稍后，她接到女儿打来电话，说不久前她在离地面三万英呎高的飞机上。

当时她正想解开安全带起身走到通道上，突然听见主的声音对她说：「别

松开安全带！」她愕了一下，坐在那里正在思想这句话时，一个男人突然

起身疾步走向机门，把门一拉就往下跳。说时迟那时快，霎时间机内所

有没被系紧的物体都被吸出了机舱外！ 
 
Lydia 告诉我们这些年来她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不单只是要祷告，而且

要持续祷告到心中的负担松解了为止。别忘了这个重要的真理：「要心里

火热常常服事主。」 
 
聆听是为了造就别人 
为自己也为别人 
不是指导、不是指控、不是控制 
乃是互相的生命责任 
 
要认真负起做 Oikodomeo 的责任，去「造就别人」。在细胞小组里，你

会得知别人生命里的种种问题与需要。因此你要聆听神的启示；关于这

些问题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并知道如何把神给你的启示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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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在细胞小组聚会完毕之后，仍然不清楚神对当中组员所提出的问

题有何启示。有时候要等我在聆听室祷告时，神才会给我指示，或给我

一句话，让我在下一次小组聚会时分享，或者私底下告诉他们。当你为

别人生命里的需要「持续祷告」时，你也可能会有这种经验。 
 
不急着说（要默想与确定）：每当神向你启示一个信息，要你去告诉另一

个人时，你可以把这启示写在「聆听室日记」里并加以默想；神也许会

指示你如何去说。有时候神会对你启示有关你本身，或别人身体上的某

个病情。你不能带着一心想见神迹的态度来为病人祷告。耶稣施行医治

是因为祂怜悯那些身受病痛的人。若你能够明白耶稣的怜悯心肠，你的

祷告便会见效。 
 
一则奇妙的见证： 
我小组里有一位叫着兰丝的姊妹。她得知媳妇怀了畸胎；经过几次扫瞄，

直到怀孕后期，所有的诊断都显示了同样的迹象。于是兰丝到聆听室恳

切地为这位婴孩祷告。神听见她的哀求，医治了腹中的胎儿，婴孩出世

后完美无瑕。兰丝「持续祷告到 … 」，而神也因此医治了腹里的婴儿。

你也要凭着信心，信靠神会使用你把祂美好的旨意带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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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答案： 
 
1. 聆听神声音的四个原则？ 
答：花时间、读神的话语(读圣经)、欢迎圣灵、持续祷告。 
 
2. 圣灵如何向我们说话？ 
答：圣灵透过我们的思想、意念，以及心中的感动向我们说

话。 
 
3. 神的声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答：a. 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b. 很自然的浮现在脑海中。 
c. 启示特别的信息。 
d. 与你平时所惯用的字句不同。 
e. 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 

 
4. 聆听神的目的是什么？ 
答：a. 明白自己的坚固营垒。 
 b. 为要造就别人。 
 
 

 请从本周起开始写聆听神日志，每天至少用 10 分钟专心
聆听神的声音，并把它记录下来，别忘了要记下日期哦！ 

 请复习第四周和第五周的问题与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