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拋錨於永恆】

神的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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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

• 《信徒快樂秘訣》，是19世紀一位史哈拿
師母寫的古典名著。（証主書房出版）

• 過去這本書對建立神話語的規模，實在具
有重大的影響。書中有一章主題是《神的
車》，作者在裡頭寫出非常寶貴的信息，
初信者都應該讀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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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升天的耶穌一同坐在天上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
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祂又叫我們與
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將祂極
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
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弗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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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無比的全能

耶書崙哪！沒有能比神的；祂為幫助你，
乘在天空，顯其威榮，駕行穹蒼。永生的
神是你的居所，祂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祂在你前面攆出仇敵，說：毀滅吧！

申卅三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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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乘駕會飛的車
• 耶書崙是神稱呼祂百姓的名字，意思可能

是正直之民。這裡摩西形容神，似乎乘駕
會飛的車，在天空顯其威榮，為著要幫助
我們。

• 我們可以與祂一同坐車，一同坐在天上。
聖靈就是神的車，彰顯神的大能、手段和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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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錨於與祂一同坐在天上

我們用行船來比喻世上的生活，神要我們把生
命的錨、靈魂的錨，下在一個最安穩的地方，
且是通往永恆的地方，就是下在幔內、在神的
同在裡、在主自己裡面。現在我們要用神的車
作比喻，來認識基督的救恩是想把我們帶到與
祂一同坐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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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不是到主復活就結束了；主復活以後，在墓園
對抹大拉的馬利亞說：「你還不要碰我，因為我還
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主好像在表明，祂復活之
後，在還沒有升天之前，救恩還不算最完滿。其實
使徒行傳裡，門徒不只見證、傳講基督的復活，幾
乎每一次，都會從復活一直講到升天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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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天與聖靈澆灌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
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
下來。 徒二33

祂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
恩賜賞給人。 弗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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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升天的基督

基督升天，已把天處理乾淨，把黑暗權勢
除去，將天帶給我們。神的話和聖靈將我
們帶進屬天境界和榮耀。我們也可以藉著
神的恩賜，將人帶入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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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天的代禱

• 宣教士去非洲

• 蒙一位老婦人在屬天境界中為其代禱
「在宣教的禾場不生熱病」

• 宣教士一生沒有生熱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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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榮耀的身體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說，血肉之體不能承受神
的國，必朽壞的不能承受不朽壞的。我如今把
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
乃是都要改變。 林前十五50-51

• 復活變化的身體
• 乃帶著榮耀的身體
• 不是將衰殘帶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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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城在天的境界中被建造
你們所看見被接升天的耶穌，祂怎樣往天上去，祂
還要怎樣來。 徒一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
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
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
候丈夫。 啟廿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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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信心經歷並感覺屬天的境地

•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
，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彼前一8
•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林後五7

• 聖靈來把高舉的基督帶給我們，也把我們帶回屬天
高處，及神的同在，使我們的心被提升，地上的事
務摸不著我們，使我們感覺到屬天境界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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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復活生活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
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
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
的身體又活過來。 羅八11
• 預嘗天恩的味道

• 經歷生命的提升，得著屬天、長遠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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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進與上進
• 今天世上有些人渾渾噩噩度日，我們說那叫不

求「上進」；有些人很努力，想有一番成就，
我們稱那叫「上進」。其實那不是「上進」，
只是「平進」，就是更往前走而已，怎麼走都
在屬地的平面上。如果我們往上走，就會有另
一番風景了。

• 世人再怎麼上進，都還只是地上的「平進」 。

15



16

天堂從現在開始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我們若靠基督，只
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 林前十五17-19

• 基督的救恩，並非只要我們在世上更成功，事實上有
時候恰是相反。保羅很清楚這個，他講到復活時說：
如果沒有復活，沒有將來的盼望，那我們活在地上就
太不值得了，寧可吃喝享受度日就好了。

• 天堂一定要從現在開始，在時間中經歷永恆，神打開
許多門路和窗口，讓我們進入復活、屬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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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屬天境界
• 保羅顯然想要表明，一個人成為基督徒，並不見得

就在世上過得比別人更好；我們也不要有這種期待，
我們的盼望應該放在屬天的地位上，乃是神想把我
們帶到的屬天境界。

• 如果你覺得你的才智、機遇都不如人，成就名聲也
不如人，但不要失去盼望，神是公平的，你可以更
抓住神，往天行走。

• 不要只在世上成功，失去屬天的福份和產業。



——

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墮落之後，被趕離伊甸園，也跟
永生隔離，跟神的面隔離了。後來他們生了孩子，結
果兩兄弟鬩牆，該隱殺了亞伯；以後該隱離開父母，
另求發展，而且發展得相當不錯。人類最早的成就來
自該隱的後代，走了六代，就是亞當的七世孫拉麥，
他的兒女有好幾位很有成就，許多領域是由他們發端
的，像打造銅鐵器具、音樂、畜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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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的長進
• 美國商人vs日本商人

• 在游泳池中游泳

• 日本商人從泳褲中拿出一張防水名片

• 怪不得商場拚不過日本人

• 連渡假的時候都預備好防水的名片在泳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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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慶力爭上游的故事

• 認真、刻苦，賣米的生意比別人多延長三
小時到晚上九點

• 送米到家的服務

• 從米生意轉到塑化生意的眼光

• 如今蒸蒸日上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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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
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創四26

• 這裡有一個人，他會去禱告，尋求神和祂的
面，他開始把追求的方向往上面去，這才真
的叫「上進」，往屬天的領域去。

• 兩條路線：該隱 vs 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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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諾與神同行

• 塞特的第六代孫子，也就是亞當的七世孫，
有一個叫以諾，他將求告神這個往天而行
的道路，更深刻地放在他生命中。以諾65
歲時生兒養女，聖經告訴我們，以諾在生
兒養女之後，與神同行。

• 亞當的七世孫：拉麥 vs 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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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中，更貼近神，與神同行

• 有人說，我有了孩子之後就不容易好好的追
求主，要等他們長大才行；但聖經不是這樣
說的，如果你養育孩子遇見麻煩，很可能正
是神的心意、神的安排，使你能夠更好地尋
求屬天的事。以諾大概就是在養兒育女的麻
煩中，更貼近神，與神同行。

• 喜遇煩瑣，在麻煩中貼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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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尼亞傳奇 魯益師

• 藉著一幅畫

• 藉著衣櫥

• 藉著普通的一扇門

• 藉著車禍、死亡

• 都可以進入納尼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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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
•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後來被神接去，是聖

經中兩位未經死亡被接到天上的人之一；神
可能用他們來代表屬天的百姓，將有怎樣的
結局。

• 在工作中、事奉中、生活中與神同行。

• 在地若天，與神同行，直到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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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路線

拉麥與以諾同是亞當的七世孫，但拉麥與他的兒孫
已經在世上闖出成就與名號來，以諾卻還在鑽營他
的內心，兩條多麼不一樣的路線啊！以諾惟一的成
就似乎就是與神同行，但那算什麼成就呢？媒體也
不會出現他的名字；但從那時直到如今，神仍然在
地上尋找像以諾一樣，把心放在屬天領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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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處看得遠

• 放高一點、看遠一點

• 放高看遠，看見全貌，甚至看見永恆的價值

• 甚至看透墳墓的對方，看見永恆的彼岸

• 一生的價值由審判台前的主來評價、來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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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神的讚許

• 非洲宣教士搭船回家

• 在紐約的港口奏樂迎接為從非洲回來的商賈

• 宣教士心酸

• 上帝說：「孩子，你還沒有到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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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老師的點頭
• 一位年輕音樂家開演奏會

• 演奏會完得著全場喝采，持續很久

• 他只眼睛注目斜上方包廂中的老師

• 老師最後向他點點頭，他才轉向觀眾鞠躬

• 因為觀眾不見得是有水準的

• 故不要太在意別人對你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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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輦累萬盈千；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聖山
一樣。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你在人間，
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了供獻，叫耶和華神可以
與他們同住。 詩六十八17-18
• 這兩節經文明顯相關，神想將聖靈澆灌在我們

身上，把我們帶到屬天的境界，使我們與祂同
住，可是祂先提到神的車，神的車輦累萬盈千。

30



起來！迎向神的陽光

• 榮教士對倪柝聲弟兄提到自己生命的敗壞

• 姊妹，你比你所說的還敗壞

• 看起來，你對你的老我還有盼望，還盼望它改正

• 但神對我們的老我沒有盼望，祂把它釘在十字架上

• 神把一切都釘在十字架上，不要對它們有盼望

• 起來，迎向神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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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
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雖然興起
刀兵攻擊我，我必仍舊安穩。有一件事，我曾求耶
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因為我遭遇
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裡，把我藏在
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現在我得以
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裡歡然獻
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詩廿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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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像神的車
• 神把聖靈說成像神的車一樣，要帶領我們駕行

穹蒼，帶領我們進入屬天的境界，與主一同復
活、一同坐在天上的境界。

• 神的車輦累萬盈千，意思可能是神有各樣的方
式，將我們帶到屬天的祝福裡。

• 聖靈的工作按祂的意思分給各人，按祂的意旨
行做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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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口轉角處遇見神的車

現在搭計程車（出租車）很方便，只要在
街口站一下，很快就能招呼到車子；神就
是這個意思，祂的車輦累萬盈千，你在平
凡生活中，走在世間道路上，可能在路口
轉角處就能遇見神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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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許多車，我們都坐得下

• 神有許多車，我們都坐得下，所以你想得到
祝福，並不需要排擠別人。這個世界需要爭
競，因為資源有限；如果他升職，我就沒機
會；如果這塊大餅他分多一點，我可能就少
一些。

• 無限大加減仍然是無限大，不用忌妒、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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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更顯甚多
• 但神的資源是無窮無盡的，有人拿走七百億之

後，剩下的仍是無限大；事實上我們更多人得
著，只會使神的豐富更顯豐富，不會減少。所
以我們身上若還有排擠人、爭競的靈，有可能
我們比較像該隱的族類，追求的是屬地的事。

• 該隱的後代，今天有誰紀念？把眼光拉高拉長
，就會看見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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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大批製造

神有許多車，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也有各樣的方
式。你如果藉著哭泣領受恩典，不要看別人好像
沒哭，就沒有領受；你如果藉著某一方式得著祝
福，不要要求你的孩子跟你一樣。我們所有的人
都是屬天道路的先鋒，神從來不做罐頭食品，不
大批製造，不會喀擦喀擦，在生產線上造出一模
一樣的人。

37



聖靈各有不同的表現

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也各有表現。有的人被
聖靈充滿時說方言，有的人沒有；有的人有觸
電的感覺，有的人沒有；有的人遇見主就哭泣
或喜笑，有時卻非常安靜。聖靈在人身上作工
並沒有一致性的表現，若說有，那麼主自己描
述的應該是最一般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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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聖靈一般性描述
•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

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
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七37-38

• 因信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彼前一8

• 聖靈充滿都可以得到聖經中普通性的恩典，不要用特殊
性的表現框住人。

• 不需要去追求外表的事，聖滾、聖笑、聖哭、聖舞、觸
電的感覺，神作事都不是一樣的。



男人女人是一個奧秘，大不同

• 男人需要得到尊榮，不要隨便判斷另一半

• 女人需要得到愛和服務

• 放手做我們該做的肯定和稱讚

• 從差異中看到神的車、神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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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迪聖靈充滿沒說方言

• 十九世紀美國大佈道家慕迪，描述他在紐約街頭
被聖靈充滿時，充滿喜樂到一個地步，求神停一
停，免得他受不住；但就我們所知，他應該沒有
說方言，而從他在那之後佈道帶來的果效，我們
無法否認他是一位被聖靈充滿的人。

• 雖然保羅說：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林前十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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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迪開講充滿了神

有一次他被邀請到倫敦佈道，來聽他講道的人有許多
是劍橋、牛津的大學生，他們看不起他鄉巴佬的樣子，
也看不起他說的美國式英文；但當慕迪開講十分鐘後，
全場鴉雀無聲，大家就只意識到神在那裡，因為他是
那麼充滿了神！從那些大學生裡頭，主得著了七位後
來被稱為《劍橋七傑》的年輕人（其中五位是劍橋畢
業的），到中國宣教，並影響了無數年輕人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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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勇長老的經驗

我們所敬重的吳勇長老，主如何重用他，是許多人
都知道的。他自己敘述他被聖靈充滿的經驗，也提
到他有說方言的經歷。有一次他被邀請到新竹佈道，
他講道一向火熱，聲嘶力竭地，結果兩天後喉嚨就
啞了。當晚還要講道，他在講台後方的小房間禱告，
跪下來跟主說：「主啊，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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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靈充滿說方言

他描述說，這個「辦」字還沒出口，他就開始說
方言，覺得主那麼靠近他，好像動一下就會碰到
主似的。他的聲音恢復了，然後他聽見會堂大家
唱詩已近尾聲，應該上台講道了，就跟主說：
「等一下我們再來。」那天，他充滿了聖靈的大
能，走上講台時，會眾似乎都意識到主同在的威
嚴，竟不約而同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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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許多的車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
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立約的
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快要來到。 瑪三1

• 聖靈在每個人身上表現不同，神有許多的車。神
的車輦累萬盈千，如果你留意、你渴慕，就容易
遇見。有時一件特別小的事，也可能引你遇見神
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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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念——就這麼一個思想

三百多年前歐洲有一位修道士尼可拉斯，他沒什麼
特別的才幹，被派在廚房工作。有一年秋天，他看
見樹葉落光，在高緯度的地方是很平常的事，但他
心中進來一個意念：樹雖然看起來好像死了，來年
春天就會再枝葉茂盛，生命就這樣生生不息，背後
創造這一切的那一位神是多麼奇妙！就這麼一個思
想，使他矢志愛神，四十年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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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弟兄
• 他有四十年與神同行，曾跟人談話以及一些書

信的內容，被匯集成一本小書，叫作《操練與
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中文譯本叫作《與神同在》，今天
我們都稱他勞倫斯弟兄。

• 他說：從那時起，矢志愛神，他說四十年來神
的愛都沒有增加，不是他沒有長進，而是一起
頭，就遇見完全無限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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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徵兆，乘上神的車
• 我們能不能像他一樣，一個小小的徵兆，就可

以乘上神的車，翱翔於屬天的境界？

• 不需要聽到大的見證，有名的講道，才提升信
心。

• 在小小的聚會中，在困難的環境中，在無指望
中，因信昂首。

• 要操練並學到這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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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苦難，遇見神的車

你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
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 詩六十六12
• 神的車輦累萬盈千，即使在你遇見苦難、挫折、

逼迫或跌倒的時候，也可能遇見神的車。
• 那個車看起來是仇敵的車，你若縮在一旁，會

被它軋過；但你若勇敢踏上去，將發現那是神
的車，要把我們帶到豐富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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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四圍有甚麼可以揀的
• 台師大教授兒童行為專家黃迺毓姊妹小時

候常常摔跤，父親的教導：

• 下次摔跤的時候，不要急著爬起來，四圍
看看有甚麼可以揀的沒有。

• 遇見挫折、失敗，起來了，也可以看看四
圍有甚麼可以揀的，有什麼可以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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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的可能是我

• 蛤蜊辨識專家的故事(黃迺毓姊妹)，從小母親教她

• 有一次全部都是壞的，原來用來鑑別的那一顆是壞的

• 去美國！教授對他不好，同學對他不好，……

• 想一想，可能不是別人的問題

• 想起蛤蜊的故事，會不會是我的問題

• 不能改變環境，可以調整自己，就昂首高過四面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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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也作我們的車
•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耶十五16

•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做成他的
工。 約四34

•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
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
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申八3

• 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
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
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民十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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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我們的事，變成
領我們駕行穹蒼的車了！

史哈拿師母在她的書裡說，有時帶給我們
攪擾的事，我們如果不抱怨，以平靜的心
接受它，直望向神，那些看似阻礙我們的
事，將變成領我們駕行穹蒼的車了！



許多事務考驗我們的心

• 聚會中的態度

• 生活中的態度

• 事奉中的態度

• 失敗、成功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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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快樂秘訣

這也是史哈拿師母自己的經歷。在那鮮有女性領
袖的時代，她是開西聚會（Keswick Convention）
的講員，她的丈夫也是傳道人；她的兒女中有人
精神出了狀況，還有一個女兒自殺。後來她的丈
夫因不夠謹慎，而被指控對女性性騷擾，因而失
去傳道人的職份。而她那本造福許多人的書《信
徒快樂秘訣》，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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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豐富之地

• 看起來要軋我們頭的車，有可能是神的
車，將帶領我們駕行穹蒼，進豐富之地。

• 信徒快樂秘訣：每一個環境搭上聖靈的
車，認出神的車，勇敢的搭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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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悔改就有路

• 羅炳森師母芝加哥信心家庭，安德魯弟兄接續

• 伊州錫安城負責同工安德魯弟兄犯淫亂的罪

• 停止服事七年，深切悔改，帶起「神的憐憫」
的亮光職事，成為世代的祝福，好像紐約吳漢
斯牧師帶起「神的同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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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是神隨時隨地供應給需要的人支取的源
頭，憐憫是一種仁慈，無微不至的體諒，是
直接的，積極的承擔對方的難處甚至別人的
邪惡，設身處地的去了解對方的苦情，產生
真正的同情心進而能幫助、安慰並重新建立
支離破碎的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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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憐憫-1】安德魯弟兄



【神的憐憫-2】

憐憫是沒有附帶條件的，是極其樂意的接納
對方。很自然的供給對方的缺乏且不令其感
到尷尬。憐憫能把對方的需求放在心上，並
隨時接受托付來幫助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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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憐憫-3】

• 憐憫是願意擔負人的過犯和不義(就好像自
已的一樣)並把它們帶到神寶座前代求。

• 憐憫是神愛人的實際。

• 憐憫是神神聖的恩膏。

以上就是神憐憫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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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很大
•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

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五十五9

• 超過宗派、路線、模式

• 越過以為、成見、傳統

• 越過有限、框框、束縛

• 有時又要在神的約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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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從曠野上來、形狀如煙柱、以沒藥和乳香並商人各
樣香粉薰的是誰呢？看哪，是所羅門的轎，四圍有六
十個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於爭
戰，腰間佩刀，防備夜間有驚慌。所羅門王用利巴嫩
木為自己製造一乘華轎，轎柱是用銀做的，轎底是用
金做的，坐墊是紫色的，其中所鋪的乃耶路撒冷眾女
子的愛情。錫安的眾女子啊，你們出去觀看所羅門王，
頭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樂的時候，
他母親給他戴上的。 歌三6-11



提升到神面前

雅歌用一個象徵性的方式，以一個女子、新婦與她的君
王、良人，來說到我們怎樣愛神、跟隨主，以及生命的
成長。有人認為這段經文講到煙柱、沒藥、乳香，都是
在描述新婦如何因著苦難，而進入充滿復活大能的生命
中。而主是如何將她帶到這樣的境界呢？用所羅門的轎。
她要跟所羅門王婚配，也就是被提升到王女的位子上；
意思是聖靈使我們與基督聯合，把我們提升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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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上愛情的車來迎娶我們

中文和合本聖經譯成「轎」的希伯來字，原來是「床
榻」或「擔架」的意思，中文譯成轎是很合適的，那
是東方用來迎娶的工具；但西方的聖經譯本常譯成
「車」或是「馬車」，像英國王妃就是用馬車來迎娶
的。所以這裡也可以說到神的車，鋪上愛情的車，來
迎娶我們，使我們與基督聯合，將我們提升到王子的
位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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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出那是神愛的車

神是用愛來提升我們，你遇到神的車，要想到那是
愛的車，使你的生命被提升。或許在你生命的轉角
處，或是一個頓悟、一個聖靈的工作，或是在挫折、
失敗、苦難、受迫害中，如果你願意明白，你可以
認出那是神愛的車。這個愛，使我們從最深的墮落
中被救上來，救到崇高的王子位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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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甜美的故事
• 聖經中有一個偉大而甜美的故事說到這一件事，

就是路得記。路得是外邦女子，在摩西律法裡是
受咒詛的；可是她因著愛，和猶大支派的波阿斯
婚配；她的曾孫出來一個人成為以色列君王，就
是大衛；再往前走了許多代，將引到稱為基督的
耶穌，萬王之王。

• 耶穌家譜中的女人，都是救恩救自最深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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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進到君王的譜系中
你把你的救恩給我作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溫
和使我為大。 詩十八35

• 路得從一個被咒詛的族類，被提升到一個地步，進到
君王的譜系中。這也是我們的故事，不是嗎？而且是
一個愛的故事。可以用來代表基督的波阿斯，用溫柔
慈愛對待代表我們蒙恩之人的路得，使她得以高升。

• 路得也用柔順回應，使路得得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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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運動
十八世紀牛津大學某學院，有兩個學生出自一個牧師家
庭，約翰及查理．衛斯理。學院裡有位同學叫懷特腓
（George Whitfield），出身貧賤；那個年代，貧寒學
生打工的機會就是做那些貴族同學的僮僕。查理衛斯理
雖然家境也不富裕，但父親是牧師，還是有點地位；但
他沒有輕看這個同學，常邀懷特腓一起喝下午茶，跟他
交朋友，邀他加入他們的「循道會社」，後來一起服事，
帶起偉大的「循道運動」，影響無數人的生命，改變了
當時的英國，甚至改變了全世界。



有一個同學用愛對待他
• 懷特腓在英國與北美殖民地被神重用，成為講道

王子。他能夠這樣被提升，是因著有一個同學用
愛對待他。那是神的車，愛的車。

• 愛使我們得著力量，使我們的生命翻轉。

• 相反的，若你遇見神的管教、教會的紀律、門徒
的訓練，搭上神的車，浸泡在神的愛中，不受傷，
也可以得著翻轉，像錫安城安德魯弟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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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正走著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
開，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以利沙看
見，就呼叫說：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
的戰車馬兵啊！以後不再見他了，於是以
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為兩片。

王下二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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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永恆，到神的家中
• 偉大的先知以利亞被神的火車火馬接升天，不至於

見死。這是用來做我們的模範的，神的車不只是今
天被用來把我們帶到屬天的境界，而且有一天要將
我們接到永恆，到神的家中。我們現在就要學會認
出神的車，學會搭上神的車。

• 以利亞一生與巴力對抗，為神的每一個事奉，都使
他坐在神的車中，一路被接升天。

• 我們也可以一路在屬天境界中跟隨，直到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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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錨，拋錨在屬天境界中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後來神接他去。有個小
孩聽了這個故事，加上自己的註解：「以諾常
常跟神去散步，有一天他們走得太遠了，神就
說，你不要回去了吧，留在我這裡。」讓我們
都這樣學習與神同行，將靈魂的錨，拋牢在永
恆裡，拋錨在與祂一同坐在天上的屬天境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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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冊

【拋錨於永恆】
第八課課：神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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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肩上望

神的車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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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在教會-1

教會健康建造策略的五重軌道是使門徒在
各種裝備中搭上神的千軍萬馬，打破仇敵
營壘的車隊，這些軌道乃建基在歷代聖徒
跟隨主的腳蹤上，是教會成長寶貴的蹤跡，
是聖徒參與神千軍萬馬工作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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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在教會-2

1.事奉成全的軌道——各種事奉的知識、
練習及生命技巧，如敬拜事工，兒童教育，
社區工作等等。

2.養育門訓的軌道——大使命的門訓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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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在教會-3

3.生活教導的軌道——真善美基要信仰，
性格管理學，爸爸學校，媽媽學校，夫妻
營，內在生活的道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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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車在教會-4

4.神學教育的軌道——舊約導論、新約導
論、系統神學、釋經學、教會歷史，簡易
護教學及講道學等等。

5.外展宣教的軌道——宣教課程，外展操
練，精兵營地區攻堅，國外短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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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是神隨時隨地供應給需要的人支取的源
頭，憐憫是一種仁慈，無微不至的體諒，是
直接的，積極的承擔對方的難處甚至別人的
邪惡，設身處地的去了解對方的苦情，產生
真正的同情心進而能幫助、安慰並重新建立
支離破碎的對方。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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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憐憫-2】

憐憫是沒有附帶條件的，是極其樂意的接納
對方。很自然的供給對方的缺乏且不令其感
到尷尬。憐憫能把對方的需求放在心上，並
隨時接受托付來幫助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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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憐憫-3】

• 憐憫是願意擔負人的過犯和不義(就好像自
已的一樣)並把它們帶到神寶座前代求。

• 憐憫是神愛人的實際。

• 憐憫是神神聖的恩膏。

• 以上就是神憐憫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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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神的車輦累萬盈千；
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聖山一樣。
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
你在人間，就是在悖逆的人間，
受了供獻，叫耶和華神可以與他們同住。

詩篇六十八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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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一線牽】

主的戰車千千萬萬，主與他的子民們同在
得勝仇敵，以弗所書四章8節引用詩篇六
十八篇18節，說明基督降臨之後，戰勝了
邪惡，也給了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團體保
證：跟隨耶穌戰勝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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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渴望見神的車
2.不需要排擠別人
3.看見神的車在我們的群體中
4.學習神的憐憫
5.操練、記錄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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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渴望見神的車

神有各樣的方式，將我們帶到屬天的祝福
裡。生活中留意路口轉角處就能遇見神的
車。在教會的五重軌道中去默想神的車在
你的身上的工作，可以在群組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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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需要排擠別人

神有許多車，我們都坐得下。本週學習看
見神在別人身上的車，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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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看見神的車在我們的群體中

遇見苦難、挫折、逼迫或跌倒時也可能遇
見神的車。那些看似阻礙的事，將變成我
們駕行穹蒼的車！本週認出神在教會，小
組中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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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習神的憐憫

常常默想神憐憫的定義，直到神引領我們
的生活進入祂的憐憫、慈愛和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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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練、記錄並分享

本週上述的操練，可簡要記錄，並在群組
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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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慕的禱告】

主啊！

幫助我學會認識你的車，

搭上你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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