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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與我說話的天使又來叫醒我，好像人睡覺被喚醒一樣。

2 他問我說：「你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一個純金的燈臺，讀經 2 他問我說： 你看見了甚麼？」我說： 我看見了 個純金的燈臺

頂上有燈盞，燈臺上有七盞燈，每盞有七個管子。

3 旁邊有兩棵橄欖樹，一棵在燈盞的右邊，一棵在燈盞的左邊。」

我 與我說話的 使說 「主 這是甚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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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問與我說話的天使說：「主啊，這是甚麼意思？」

5 與我說話的天使回答我說：「你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麼？」

我說：「主啊，我不知道。」我說 主啊 我不知道 」

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7 大山哪 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 你必成為平地 他必搬出 塊石頭7 大山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一塊石頭，

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

8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華

9 「所羅巴伯的手立了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這工，

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裡來了。

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 遍察全地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

見所羅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

倚靠神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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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長樂牧師 2018.07.01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上個主日神原寬牧師在我們當中證道，他講到聖靈在五旬節做的三件事情，

1.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2.有舌頭好像火焰顯現出來落在各人的頭上；

3 門徒們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3.門徒們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主耶穌被接升天之前向門徒們顯眼現，祂要門徒們在耶路撒冷等候；

祂不僅頒布了大使命，並且也告訴他們完成大使命的秘訣在哪裡，

就是他們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神所應許的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會得著能力，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

我想每 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們會領受任務或使命 如果只有我想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就是我們會領受任務或使命，如果只有

任務和或使命，而沒有這樣的能力，那是讓我們非常非常恐懼的一件事。

譬如說叫我今天在四樓做飯給大家吃，

可是我到現在六十幾歲了連一個菜都不會燒，你說我害不害怕？可是我到現在六十幾歲了連一個菜都不會燒，你說我害不害怕？

我害怕你們應該更害怕，今天到底吃什麼？

因此我必須要好好的等候，因此我必須要好好的等候

光等候還不夠的，還必須要去學燒菜，直到我有了

那樣的能力之後，我才能負擔得起這樣的使命。

主耶穌非常體諒我們，祂不是只把使命給我們，

祂應許把能力來給我們，

讓我們有使命有能力來完成上帝的託付。

不僅新約是這樣，在舊約以色列人歷史當中也是如此。

今 讀到 撒迦利 書 哈該書今天所讀到的撒迦利亞書和哈該書，

兩位先知就是鼓勵被擄歸回的猶太人，他們要重建聖殿。

我求神藉著今天的經文來教導我們屬靈的功課我求神藉著今天的經文來教導我們屬靈的功課。

我分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一、通常人習慣倚靠什麼？538BC 古列王允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

因此有五萬個敬虔的猶太人，在政治領袖所羅巴伯、因此有五萬個敬虔的猶太人，在政治領袖所羅巴伯、

宗教領袖約書亞的帶領下，回到耶路撒冷。

他們有王的命令，也有王的資助，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們有 命令 有 資 所 開 時

建立祭壇跟聖殿的根基都非常順利。

後來他們遇到一些反對的勢力，

在新的皇帝面前控告以色列人有叛逆的事情，

不得不被迫停工了16年。可以想像這些人滿腔熱誠要來重建聖殿，

是 到 這樣的挫折 建造聖 的 作暫停但是卻遇到了這樣的挫折—建造聖殿的工作暫停了，

以色列人的靈性也跟著倒退，而且受到虧損。

他們缺乏信心，道德標準也一步一步的低落—這個時候神差遣兩位先知他們缺乏信心，道德標準也一步一步的低落—這個時候神差遣兩位先知

來鼓勵百姓重建聖殿。先知看見了一個燈台和兩顆橄欖樹，

並且鼓勵他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說：並且鼓勵他們 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靈方能成事。

也許以色列人一開始建造聖殿的時候有勢力、有資源、有王的保護、有足夠的

經濟來源，但是他們建造的工作卻被攔阻了—神卻提醒，就算沒有了這些，經濟來源，但是他們建造的工作卻被攔阻了 神卻提醒，就算沒有了這些，

你們更需要倚靠聖靈。基督徒最大的資源乃在於上帝聖靈的幫助。

讓我們一起來思想當生活中遇到各樣困難的時候，我們習慣會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1.我們很容易先靠自己：不要麻煩別人，小事情更不要麻煩神。

我問各位弟兄姐妹：你感冒的時候比較會禱告，還是得癌症的時候比較會禱告？

你感冒的時候看醫生比較謹慎還是得癌症的時候看醫生比較謹慎你感冒的時候看醫生比較謹慎還是得癌症的時候看醫生比較謹慎？

很多人都覺得感冒沒什麼，自己買點藥或隨便找個醫生看看就行了。

不要小看感冒—所有醫學院的學生最挫折的一件事情就是面對感冒，不要小看感冒 所有醫學院的學生最挫折的 件事情就是面對感冒

學習幾年的事情以後第一個面對的疾病就是感冒，但是老師告訴他們的答案說：

感冒沒有藥醫！學得一身的本事，竟然第一個病是沒有藥醫的，會挫折嗎？

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各位見證，許多人因著感冒而過世，不是老年人的專利而已；

在我服事的經歷裡面，就有好幾位二、三十歲的，一個小小的感冒就過世了。

大事 事我 靠 有 我 靠不論大事小事我們都要來倚靠神。有的我們時候靠自己，

有的時候我們靠別人來幫忙，恐怕我們最後才想到神。

詩篇三七 告訴我們，當你遇到各樣惡劣的環境的時候，

方面你平常要操練信靠神 而且要將你的事情交託給耶和華一方面你平常要操練信靠神，而且要將你的事情交託給耶和華，

並且倚靠祂，祂就會成全。

「倚靠」的意見就是好像用一根繩子緊緊的捆在一起，倚靠」的意見就是好像用 根繩子緊緊的捆在 起

用一根繩子把我跟楊和明緊緊的捆在一起，

本來我的困難，因為我們捆在一起，就變成楊和明的困難—

聖經當中講的「倚靠」就是這樣，跟神是零距離的！

零距離到一個地步：上帝啊，我的困難就是你的困難—

這是一個真正的交托。

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常常我們遇見困難的時候，

就是我們信心最好的考驗：

我們是用人的聰明方法來解決？

還是來禱告尋求神 用上帝的方法來面對人生各樣的問題？還是來禱告尋求神，用上帝的方法來面對人生各樣的問題？

這樣的信心是要日積月累的來操練。

先知鼓勵猶太人，不要害怕自己的能力和資源有限。

當我們在我們生命當中遇到各樣困難的時候，當我們在我們生命當中遇到各樣困難的時候，

我們紮實的倚靠神。

任何的困難就好像這邊聖經上說的：任何的困難就好像這邊聖經上說的：

大山哪，你在所羅巴伯面前算什麼？因為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大山哪，你在所羅巴伯面前算什麼？

讓我們一起經歷上帝的豐富供應和帶領。

我們一生當中可以榮耀神的事情，都是倚靠神而做的。

林前三 說每一個人的工程都要顯露在神的面前，

有的人是倚靠上帝而建造，

這樣的工程是金銀寶石的工程；

有的人是憑自己的力量來建造，那就是草木禾稭的工程。

那關鍵不在乎事情成功或失敗那關鍵不在乎事情成功或失敗，

而是在於：我們是不是倚靠神，並且把榮耀歸給神。



五月份的時候有機會我和師母一起去美國陪我們的孩子跟孫子，

三個孫子非常可愛，雖然我平常很節省，對他們一點都不節省，三個孫子非常可愛，雖然我平常很節省，對他們一點都不節省，

帶他們吃最好的，買好的衣服給他們，買好多玩具給他們，

花了好貴的錢帶他們去坐托馬斯的火車；了 貴 錢帶 們去 馬斯 車

可是師母比較有體力，所以常常跟他們玩。

我們去了兩個禮拜以後當然都要驗收一下，

就問這個兩個會說話的孫子：「你們愛外公還是愛外婆？」

他們異口同聲毫不猶豫的說：「We like 外婆！」

我說：「為什麼？我出那麼多錢！」

後來我心裡知道：金錢買不到真愛。

孩子真正知道你是不是愛他 孩子所要的不見得是物質的東西孩子真正知道你是不是愛他；孩子所要的不見得是物質的東西；

孩子所要的是你陪伴他，愛他。

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讓我們來倚靠神建立「合神心意」的工程。

二、為什麼要倚靠神的靈？

聖靈是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三位，參與神的創造之工，也使人能夠認罪悔改經歷重生。聖靈是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三位，參與神的創造之工，也使人能夠認罪悔改經歷重生。

一個人信主以後就有聖靈住在我們裡面；同時幫助我們明白真理；

能夠經歷神的同在；也讓我們在生活當中能夠榮耀耶穌；能夠 歷神的同在 讓我們在 當中能夠榮耀耶穌

我們軟弱的時候，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禱告；

當我們出去傳福音的時候，衪使我們得著能力和勇氣能夠為主做好的見證；

同時衪也給我們屬靈的恩賜，彼此服事來建立教會。

所以「倚靠神」就是「倚靠神的靈」。

聖經提醒我們，不要讓聖靈擔憂，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聖靈充滿」是在使徒行傳經常出現的現象，

這也是每 個基督徒應該常常有的經歷這也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常常有的經歷。

講到「聖靈充滿」在聖經當中有兩個字，

一個是在 弗五18 所出現的，那個字是講到一個是在 弗五18 所出現的，那個字是講到

「聖靈在我們心中的工作」，使我們內在生命改變和更新。

一個聖靈充滿的人，對神是敬畏充滿了感恩的，生命的每一個層面是被神所掌管，

在每一種「人際關係」的當中能夠活出上帝的榮美。在每 種 人際關係」的當中能夠活出上帝的榮美

你會發現那段經文後面就講到夫妻的關係，父子的關係，還有你工作上的關係，

我告訴各位，沒有一樣關係是容易的：做先生的捨己容易嗎？做太太的順服容易嗎？

做孩子的孝順容易嗎？做爸爸媽媽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容易嗎？

做一個有愛心的老闆容易嗎？做一個從心裡尊敬主人的員工，也不容易；

除非我們真的被神的靈所充滿了。除非我們真的被神的靈所充滿了。

在上帝的眼中，做一個合神心意的人比做主的工更加重要。

我們常常會覺得事情做好就好，我不管你這個人怎麼樣；我們常常會覺得事情做好就好 我不管你這個 怎麼樣；

但是神的眼中卻不是如此；人要對了才能夠做上帝的工。

所以在 亞三 先預備的是大祭司約書亞，要脫去那個污穢的衣服，要穿上榮美的

戴 成為大祭司的袍子，戴上大祭司的冠冕，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服事別人的人。

在 彼前二 也告訴我們，我們要被主所潔淨，

才能夠成為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我們才有能力來宣揚上帝的美德。才能夠成為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我們才有能力來宣揚上帝的美德

所以我們生活、生命上被神的靈充滿非常的重要。

聖靈充滿的第二個字就出現在 徒二4，這是講到「聖靈外在彰顯的工作」。

使信徒有勇氣和 才來傳福音 有各樣的恩賜來建造教會使信徒有勇氣和口才來傳福音，有各樣的恩賜來建造教會，

來幫助別人，甚至可以有一個火熱的心要來服事人。

徒六 選執事的時候也講到聖靈充滿，徒六 選執事的時候也講到聖靈充滿，

所用的也就是這一個聖靈充滿的字。

服事神要有勇氣，要有恩賜，要有熱情，服事神要有勇氣，要有恩賜，要有熱情，

我們需要經歷聖靈的充滿，這是神給每一個人的命令。

弗五 「要被聖靈充滿」是一個命令，就好像一個電器—

今天我有一個最好的手機，但是我必須每天晚上來充電，

也許很多手機的電池已經很進步可以用一個禮拜，

但無論如何一個禮拜以後你還是要來充電啊！

我不曉得各位每個禮拜天來是不是帶著你的生命的手機來充電？

不要隨便停止聚會 我今天有再好的手機不要隨便停止聚會—我今天有再好的手機，

沒有電了，這個手機一點用處都沒有啊！



曾經就有人碰到，有人開了一部新車，剛從車廠開出來；

個太太對車 也 熟悉 有錢買新車 但是 熟悉車一個太太對車子也不熟悉，有錢買新車，但是不熟悉車子；

大太陽下像今天一樣滿頭大汗，

看到了我就說：「先生來幫我一下，看到了我就說：「先生來幫我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剛剛開出來還好好的，

現在沒有了，現在不能動了。」現在沒有了 現在不能動了 」

我一看，說「沒油了。」

你剛從車廠開出來的時候，他只給你一點點的油，剛 車廠開 來 時候

第一個事情要去加油。

他開到新車就很高興，哇，覺得我買到新車了，就不去加油，

一下子車就在路中間停住了。

你有再好的車，你不加油，一樣不能動。

約十 離了主我們什麼都不能做約十五 離了主我們什麼都不能做。

燈檯要發光，需要有油的供應。

三、要如何倚靠神的靈呢？

1 要熟讀上帝的話語，被神的話所充滿。1. 要熟讀上帝的話語，被神的話所充滿。

聖靈和神的話是相互的來扶持我們，

當我們被神的話越充滿的時候，神的靈就越容易在我們身上工作。當我們被神的話越充滿的時候 神的靈就越容易在我們身 作

一個最明顯的聖靈的帶領，常常都是在你靈修的時候讀到上帝的話。

34年前我剛拿到駕照，我根本沒錢買車，年前我 拿 駕 我 本 錢買車

有一天我跟師母一起禱告一起讀神的話，讀到太廿一，

那裡講到主騎驢進耶路撒冷，那一匹驢就是主說「主要用它」，

主耶穌「沒有去買一匹驢來騎」，我那天讀的時候就很感動，

我跟師母說上帝車子已經給我們了。

果真主 到教會的時候 有 個 妹說 「我先生公 給他 部新車果真主日到教會的時候，有一個姐妹說：「我先生公司給他一部新車，

我這部車很新，給你。」我告訴你，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禱告，

但是神的靈的工作，就是這樣的奇妙！這樣的經歷，但是神的靈的工作，就是這樣的奇妙！這樣的經歷，

比你花錢去買一部車還要深刻，那是你真正的經歷上帝的信實和祂的供應。

2. 要花時間親近上帝。

在以弗所書、歌羅西書都說我們要「愛惜光陰」，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在以弗所書 歌羅西書都說我們要 愛惜光陰」，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好好的來運用上帝所給我們的時間；上帝給我們最寶貴的資產就是時間。

為什麼我們說「每天花一點時間，每個禮拜花一點時間來親近神」非常重要？

日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各位每天從雞叫做到鬼叫，真的每天維持靈修不容易。

有一對新婚夫婦立了志向，說每天都要一小時靈修，

碰到我這個不屬靈的牧師，說：唉，不可能！那對夫婦說：碰到我這個不屬靈的牧師，說：唉，不可能！那對夫婦說：

「我們也是說說而已。你也知道立了志向由我們哪，行出來由不得我們哪。」

我們就是很謙卑的接受這個事實。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真的是分別時間親近神非常重要。

你看主耶穌怎麼忙碌，他過一段時間就到曠野或到山上去親近神。

我我們也需要分別一段時間好好的來親近神。

猶太人在他們非常成功的經驗裡面，有許許多多的諾貝爾獎得主，

許許多多的成功人士，他們分析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謹守安息日」。許許多多的成功人士，他們分析 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 謹守安息日」

以賽亞書56章58章 也講到謹守安息日是何等的蒙福。

弟兄姐妹，一年有365天，教會預備了三天的夏令營，

你願不願意從這365天裡面，分別三天來好好的親近神？你願不願意從這365天裡面，分別三天來好好的親近神？

不要告訴自己說「我沒有時間」，

要為自己禱告：「神啊，我把這時間分別出來給你。」要為自己禱告 神啊 我把這時間分別出來 你 」

要請假之前先好好禱告：「感動我的上司」、「感動我的老闆」、「准我假期」，

我就是要把這三天分別出來親近神；而且我相信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我。

散會後憑著信心去拿報名單，

你不能一面說要倚靠神，然後又不願意親近神。

3. 要為教會的領袖們來禱告。

聖靈在啟示錄都是為教會和教會的領袖來說話；

我們要為傳道 也要為長執禱告我們要為傳道人也要為長執禱告。

求神幫助教會的領袖，不僅是用會議來解決許多的事情，

更是要如同安提阿教會的領袖一樣，常常一起聚集禱告，更是要如同安提阿教會的領袖一樣，常常一起聚集禱告，

來明白神的心意，尋求神的引導。



我們很容易被經驗和傳統以及世界價值觀所影響。

在我要來日本的時候，我帶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在我要來日本的時候，我帶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在臺灣三十幾年的講章；我什麼都敢託運，

我那個講章不敢託運，說這可是我的寶貝啊！我那個講章不敢 運 這可是我的寶貝啊！

雖然是回鍋肉加個蛋也蠻香的。

可是告訴各位，我帶了兩箱講章來，到現在一篇都沒用過。

神挑戰我說，你到底是倚靠這些講章還是倚靠我？

你是倚靠你的經驗還是時刻倚靠我的引導？

弟 姊妹 傳道 幾年 樣軟弱 樣要被聖靈引導弟兄姊妹，傳道人，三十幾年，一樣軟弱，一樣要被聖靈引導；

不是倚靠經驗，不是倚靠過去的講章，乃是倚靠神的靈。

求神恩待我們的教會，各樣事上深深的倚靠主，求神恩待我們的教會，各樣事上深深的倚靠主，

經歷神的大能，走信心的道路。

在我們當中還沒有信主的朋友，盼望你趕快接受主，在我們當中還沒有信主的朋友，盼望你趕快接受主，

接受主以後，你的人生不必再靠自己，乃是有聖靈與你同在。

天父，我感謝你！天父，我感謝你！

在今天的早上你與我們同在。

特別是我們要植堂的時候 讓我們更多的來禱告特別是我們要植堂的時候，讓我們更多的來禱告，

讓我們更多的倚靠你，

也讓我們經歷你的祝福和引導，

使我們的信心越加的成長跟成熟。

祝福弟兄姐妹心中有個渴慕，

要來花時間親近你。要來花時間親近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