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被主的話浸透1



拋錨於永恆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
靠，且通入幔內。 來六19

•永恆的安穩在神手中，在幔內

•在主聖所

•現代人的需要



在裡面尋找神



關上門

•分出時間

•找個地點

•安靜在神面前

•冒出腦海的是，有可能是神的提醒

•紀錄下來重要的事(除非立即的事)

•禱讀安靜



安靜操練

•心思安靜，不是空洞

•讓神的話像種子在我們裡面，並發芽、
生長、開花、結果

•藉著聖靈來到神面前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
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約六63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
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
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約五39-40
•晝夜思想象徵性的說法，乃默想。



愛慕神的話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
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你們
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前二2-3

•藉由愛慕神的話來愛慕神

•神的話吸引我們親近祂



更深經歷耶穌基督

• (簡易祈禱法)蓋恩夫人

•用主禱文學習

•一字、一詞、一句

•「野地的花」的歌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
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
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詩一2-3

• 愛慕神的話語，乃內在生活的起點和道路。



•充滿神同在與恩典的一年

•把過去的失敗、挫折與失意，都輕輕地放下
來；得意的、成功的事情，也把它放下來，
不需要留戀過去，前面會有更好的。



瞻仰遺容時

• 一位幽默的老太太交待牧師：一隻手握聖經，一隻
手要握著一支小叉子。

• 她說：「我們去吃西餐，吃完正餐，服務生拿一支
小湯匙擺在桌上，你就知道接下來有很好吃的甜點。
我就是想要讓瞻仰遺容的人知道，雖然我離開這個
世界的軀體，躺臥在那裡，可是The best is yet 
to come，更好的還在後頭！」





希臘羅馬神話裡面的一個故事：大力士神
Hercules被要求在三天內清理好一個陳年
的馬廄，他一看那個馬廄就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馬廄堆積了非常厚的穢物，而且都已
經變硬很多年了，他花半天的時間只清理
了一小區塊而已。

清除馬廄堆積的穢物



於是他停下來想一想，然後起身走到外頭，
開始挖溝，把附近的溪水引到馬廄來，第
二天他就休息，到第三天他再去清理時，
那堆積多年的東西已變得柔軟、好清理了，
他三天內完成了一個艱巨的任務。

浸泡法



如果你的心裡面、生命裡面，甚至家庭或是職場
上、學業上，有一些東西好像陳年的馬廄一樣，
讓你不知道從何著手來改變它，請來浸泡在神的
同在裡。當你開始感謝讚美神，願意把心敞開來
說：「耶穌基督在我裡面，成為有榮耀的盼望」
時，你就能開始浸泡在神裡面了。

浸泡在神的同在



被那些甜美的事、神的愛、神無窮的喜樂、神的
安息、神的靈浸透，浸到入心、浸到真的透了。
就像主自己在十字架上遭遇那麼可怕的事情時，
從祂裡面出來的是甜美的東西，因為祂是被聖靈
浸透的一位，神賜聖靈給祂是沒有限量的。

浸透，浸入到心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
是沒有限量的。 約三34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
基督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他是
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西二9-10



•「看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
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祂的榮耀要現
在你身上。」 賽六十2



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這是最好的日子，這是最壞的日子；
這是光明的一年，這是黑暗的一年；
這是充滿盼望的年代，這是個絕望的年代。」

《雙城記》



主，請來將我浸透！



保羅被解送到羅馬的時候，他將從主領受的說出來，
勸他們留在一處過冬，但船主、掌舵的與百夫長都不
聽他，結果做出錯誤的決定，因而途中遇見颶風，連
最好的水手都害怕了。但保羅沒有因為這樣而生氣抱
怨，也沒有受虧損，至終是這個被聖靈浸透的保羅，
再次聽見神的聲音，解救了整艘船276人的性命，而
且很可能還引他們認識了神，因為主對他說：「與你
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



•一個被聖靈浸透的人，也許一時不會被
世人看出他有什麼特別，可是至終他要
成為影響深遠的人物，那是神治理這個
世界的法則。



但以理
• 他是在以色列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時，在一個破敗的環
境裡成為巴比倫的俘虜。環境與遭遇是這樣，但另一件
事將改變他的人生，也因此改變許多人的人生，他是一
個被神的靈浸透的人。

• 但以理是個被神的智慧、甜美、愛、喜樂與平安所浸透
的一個人，連夢中神都能夠對他說話，後來影響君王甚
至影響整個時局的就是他，也成為以色列人、猶太人歸
回之人的強大後盾。



聖本篤
• 他原來有很好的家庭、很好的環境，但是他被神吸引，
渴慕要更多認識神，他建立了修道院，花許多時間在神
的面前讀聖經、禱告。他的言論、著作、生平，到今天
已經超過一千五百年還繼續被人傳誦，許多人實行他所
帶出的道路與教導，他所寫的72條修道院的規章裡有許
多寶貴的東西。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教導人讀神的話語(2)浸泡在神的
話語裡面(3)浸泡在禱告裡面(4)浸泡在神的同在裡面。



•一個被聖靈浸透的人，也會充滿神的話；
一個被神的話語浸透的人，也會是被聖
靈浸透的人。你想追求被主浸透，就要
追求浸泡在神話語中。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
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約三34



•中世紀一些委身教會的人，常是從聖經
學習閱讀的，所以聖經語言深印於他們
生命最早期的記憶中，他們一切表達
（包括說與寫）都離不開神的話。



•他在修道院40年，醒著的時間超過一半是用在
讀經、唱經及默想聖經上。他說：「聖經成為
生命的泉源，流出活水江河，使人在主裡歡樂；
藉聖靈湧流在人裡面，使基督孕育在人裡面，
屬靈的人藉此嚐到新婦對新郎的熱情。」



當人那麼浸泡在神話語中，浸到透心
時，神的話將進入你的心思、感情、
良心、想像力、直覺裡，無論意識或
潛意識都充滿神的話，也就是連作夢
都浸泡在其中。



講道王子司布真

•他必須弄清楚主要他講什麼，一旦有
一個方向，神的話語就會滾滾而出。



成為浸泡在神話語中的人

•以至於意識和潛意識裡都充滿了神的話，
好使我們被神浸透。



等剪頭髮遇到一位年輕人

•正在讀神的話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
便為有福！ 詩一2
•利用零碎的時間
•脫離三C產品的轄制



•操練專心，而且使自己成為喜愛神的話
語，晝夜思想的人，直到神寶貴的話語、
生命之道，浸透我們，浸透入心。



神話語的饗宴

•聖本篤將神聖誦讀說成「神話語的饗宴
Feasting on the Word」，包括研讀、默想、
聆聽、祈禱、吟唱。
•第六世紀末的教皇大貴鉤利，則根據羅馬書
10章8節將神聖誦讀分成：(1)誦讀、(2)默想、
(3)祈禱、(4)默觀四件事。



1.誦讀 2.默想

3.祈禱 4.默觀



【預備】到主這裡來

•放下重擔，倒空自己，歸向神

•主，我來到祢這裡

•主，我需要祢，主我要祢

•主，我要來聆聽祢。主，我坐在祢腳前。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太十一28



【認識】神聖誦讀

•不是資訊性的閱讀：

自己感性主導、己掌控目標、速度果效、查考研經

•乃是塑造性的閱讀：

聖經聖靈主導、被聖經掌握、深入緩慢、生命讀經

•讓聖經的話語，成為恩典的媒介，使我們與神相遇



•第一是誦讀（Reading）。乃要「讀聖
經」。能讀出聲就讀出聲

•「動聲曰吟，長言曰詠。」開口出聲就
是吟，讀的時候，有些字詞拖長一點就
是詠。



(一)誦讀

•大聲讀、慢慢的讀、朗讀、讀的時候像吟詩

•聆聽的讀、或默念的讀

•尋找到浮出的，吸引的重要詞或字



誦讀
•所以讀聖經時，即使你還沒有完全懂經文的
涵意，但是可以先吟詠它，甚至吟唱，用你
自己的調子唱它；不要急著讀進度，有時只
有幾節聖經，也可以誦讀吟詠十分鐘！這就
是誦讀。



林肯讀報紙

•讀出聲音來

•我這樣讀，因為我學習不是那麼快，這樣讀
比較容易接受進來，一旦我接受進來，我就
不容易忘記。



•第二要默想（Meditation）。有人比喻：誦讀好
像牛吃草，默想和祈禱就是咀嚼和反芻。其實當
你吟詠著誦讀神的話語時，很容易就進入默想中，
讓神的話迴旋在你的心思、悟性、感覺、意志、
良心、想像力、甚至直覺中。當你更老練，你可
以在使用參考書、工具書來研讀聖經時，仍在作
著誦讀、默想、祈禱、默觀的工作。



(二)默想

•仍然需要思考及想像力

•專注於發亮的

•焦點於所浮出的，聖靈所引導的

•過去的研經有幫助提升意涵和內容



•第三是祈禱（Prayer），也就是我們說的
禱讀。這裡的祈禱不是指著你開始為很多
事情禱告，而是拿這些神的話來祈禱，把
神的話據為己有。當你吟詠著神的話語時，
常可以滑入祈禱中，用簡短的話、有時只
是覆誦你讀到的話，來祈禱著。



(三)祈禱

•回應的禱告

•敞開、領受、回答，將神的話據為己有

•獻上回應，化為禱告

•掙扎：照祢的旨意行

•主啊！我願順服，我願降服



•第四是默觀（Contemplation）。包含了默想與
注目凝視，我們有時提到的等候神、注視耶穌，
與默觀是類似的操練。就像牛吃飽之後，躺在樹
下休息，並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很重要的時刻，
將先前吃的食物消化吸收。默觀也是造就基督徒
生命的重要時刻，讓你聽見的神的道，你讀到的
聖經，沉澱一下，在我們生命中消化吸收。



(四)默觀

•直覺運用

•享受、靜默、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親近等候
神，注視神的同在。

•渴慕神的啟動和賞賜來到。

•有時候四種會交錯



神聖誦讀
•幫助我們浸泡在神話語中，直到浸透。
1992年的《天主教教理》第2654條論到
神聖誦讀（誦讀聖言）：「口誦而求之，
心維而得之；祈禱而敲門，門將藉默觀
而敞開。」



主耶穌也常浸泡在神話語

•祂受魔鬼試探時，三次以神的話來抵擋魔
鬼，都出自申命記第六、八章，猜想那幾
天祂正讀著申命記。祂遇見人問問題或質
問祂時，祂也總是以神的話來回應。



C3讀經如何配合神頌誦讀

1.每人輪流禱告(預備心)
2.每人輪流讀一節(誦讀)
3.每人輪流每一段禱讀(默想、祈禱)
4.每人輪流分享學習(祈禱)
5.一位作結來禱告(祈禱、默觀)
【可以改為每一位輪流禱告】



•乃要浸泡到透心。

•如果你的讀經就只靠金句卡，會有一點
像沾醬油一樣，是不夠的；最好還是要
按著次序好好讀聖經，將整本聖經讀熟。



各樣的智慧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
富的存在心裡。 西三16



研讀查考聖經
1.讀一些多引用聖經的書，不要只喜歡讀
那些有奇妙見證的書。

2.直接解釋聖經經文的書，讀這樣的書也
會幫助我們更多讓神的話逐漸浸透入心。



•要讓神的話語浸透入心，當然不只是
讀它，更應該遵行它。聖經有許多話
語是要我們去遵行的。



•掃羅聽先知撒母耳的話去攻打亞瑪力人，卻不
看重神話語的全貌，自己決定留下看來美好的
牲畜獻給神，不顧神告訴他要滅絕一切的話，
甚至在撒母耳責備他時，都振振有辭地辯解，
說他留下那些美好的牲畜是要獻給神的；但撒
母耳對他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
如喜悅人聽從祂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
勝於公羊的脂油。」 撒上十五22節

神的話要掌管我們整個生命的



大衛把神的話
放在口中、放在心裡

「因為我遵守了耶和華的道，未曾作惡離開我
的神，祂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祂的律例我
也未曾丟棄。…至於神，祂的道是完全的，耶
和華的話是煉淨的，凡投靠祂的，祂便做他們
的盾牌。」 詩篇十八21-22.30



大衛這樣形容神的話語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
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華的訓詞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
的眼目；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耶和
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都比金子可羨慕，
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
下滴的蜜甘甜。 詩十九7~10



像浸透的滷味
•



扎根在神話語裡的人，
會使神的工作延續下去

•



注重神的話語
•很多復興運動都會發行刊物，有一些刊物只
重見證，吸引人去，而帶來更多醫治等神蹟，
也常帶來更大的聲勢場面，當然那也是神的
工作；可是也有在復興運動裡發行的刊物，
注重神的話語，其中有一些一直存留到今天
還在發行，在下一個世代就看出差異來。



安靜著成長的時節
•如果你只看重經歷，生命一定有起伏，因為
神從來沒有在一個復興運動裡，或是個人的
經歷上，讓我們一直處於高峰，就像植物的
生長，不會整天在冒芽、開花，乃必須有安
靜著成長的時節。



樹幾乎沒有長大
•有個樵夫到樹林裡砍下一棵大樹後，發現那棵樹
的年輪有五圈非常緊密，幾乎分不出來有五圈，
他知道那五年剛好遇見乾旱，所以樹幾乎沒有長
大；但那五年沒有浪費，因為樹的根就更多伸展，
為著往後的日子儲備更多吸取養分的肚量，後來
就長得更好，整棵樹更強壯。我們若經歷了聖靈
大澆灌，當神使復興平靜下來時，我們可以自己
想辦法維持聚會熱鬧的場面，但也可以更深地扎
根在神話語中。



看中神的話
• 18世紀德國的摩拉維亞弟兄會，1727年8月
13日曾經歷聖靈大能的作為，但他們看重神
的話，從1731年開始發行一本每日靈修用的
書，《Die Losungen》（每日箴言），做分
散各地弟兄們每天信仰生活的指引與標語，
至今快三百年了，從沒中斷過。



每日箴言

• 它沒有輕鬆的一個故事或見證，
每一天只有新舊約各一段經文，
一段禱告的話或詩句，幫助我們
一整天深入誦讀、默想、祈禱這
些神的話，浸泡在其中，並帶向
默觀，使我們一整天常常注視神，
生命與神連結。



讓我們這樣浸泡在神的話語裡面，

直到被神的話浸透入心。

主啊！請來將我浸透。





巨人肩上望

•教會歷史中，神使用許多忠心的僕人幫助教會
正確地認識聖經，這些年我們也非常的盡心竭
力在進入神的話語這樣一個耕耘中，主的話語
要浸透，除了學習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活化在
生活中，也在教會的服事上能夠顯明出浸透神
話語的恩膏。



•要珍惜每次教會浸透在神話語中的聚
會，如主日會後、門徒禱告會及一些
特會中的追求。這是我們教會從建立
以來就持續不斷在操練的。



右邊的輪子動力系統，
是教會近年來計劃安排
推動的實踐神話語的操
作平台。我們在這樣的
操作平台中去實踐浸透
神的話語。



輪子生活不僅是個
人的操作跟學習，
輪子動力系統是教
會活出神話語整體
的操作平台。



如何浸泡在神的話中？

1.愛慕神的話語
2.C3讀經
3.查考神的話
4.在輪子動力系統中學習



金鑰一線牽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詩篇十九7-10



背誦神的話

• 詩歌文體是高度凝練的語言，生動形象地表達作者
豐富的情感，這段神話語的經典金句，如要能更完
全深刻體會，首先可能需要先背下來，反覆玩味在
心中方可。



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C3的實踐

2.在輪子動力系統中浸透神的話

3.拓寬自我的眼界



1.C3的實踐

•誦讀、默想、祈禱、默觀，最能夠系統化、持
續性的學習神聖誦讀是在我們每日C3的讀經生
活上。這系統能帶出持續性與長期的果效，而
且能夠與每週講台信息及特別聚會的信息形成
互補及加強的功能。如果你還沒有加入C3小組，
請你找你的小組長，幫你安排加入。



2.在輪子動力系統中浸透神的話

•在這一週，無論是講台信息、主日崇拜、門
徒禱告會，反複的把神的話默想在心中。教
會在每年寒暑假的讀經營也會有更多的變化
學習。



3.拓寬自我的眼界

• 在教會，每一年有速讀、特會、密集課程、神學
教育，這些都是能拓展我們的眼界，讓我們浸透
在神的話語中更深邃、更貼近神的心意。
1）建議這週每一天可以操練浸透在神話語中，

簡要記錄，在群組中分享。
2）可以每天從C3中選出1-2節經文作為當天的

默想經文，或是熟背本周金鑰一線牽的經文，
每日默誦。

本週上述的操練，可簡要記錄，在群組中分享。



渴慕的禱告

•這週讓這句話成為你每天的禱告：主啊！
讓我渴慕你的話語！讓你的話語來將我
浸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