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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2他问我说：「你看见了甚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读经 2 他问我说：「你看见了甚么？」我说：「我看见了 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
3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问 「 是 意

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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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甚么意思？」
5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甚么意思么？」

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说： ，我 道。」
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7大山哪 你算甚么呢 在所罗巴伯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他必搬出 块石头7大山哪，你算甚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与这殿！』」
8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9「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工，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10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遍察全地10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

见所罗巴伯手拿线铊就欢喜。」

倚靠神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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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长乐牧师 2018.07.01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上个主日神原宽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讲到圣灵在五旬节做的三件事情，
1.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2.有舌头好像火焰显现出来落在各人的头上；
3 门徒们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3.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前向门徒们显眼现，他要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
他不仅颁布了大使命，并且也告诉他们完成大使命的秘诀在哪里，

就是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会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

我想每 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们会领受任务或使命 如果只有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会领受任务或使命，如果只有
任务和或使命，而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恐惧的一件事。

譬如说叫我今天在四楼做饭给大家吃，
可是我到现在六十几岁了连一个菜都不会烧 你说我害不害怕？可是我到现在六十几岁了连 个菜都不会烧，你说我害不害怕？

我害怕你们应该更害怕，今天到底吃什么？
因此我必须要好好的等候，因此我必须要好好的等候，

光等候还不够的，还必须要去学烧菜，直到我有了
那样的能力之后，我才能负担得起这样的使命。

主耶稣非常体谅我们，他不是只把使命给我们，
他应许把能力来给我们，

让我们有使命有能力来完成上帝的托付。
不仅新约是这样，在旧约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也是如此。

今天所读到的 和今天所读到的 撒迦利亚书和 哈该书，
两位先知就是鼓励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要重建圣殿。

我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我求神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
我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一、通常人习惯倚靠什么？538BC 古列王允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因此有五万个敬虔的犹太人 在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因此有五万个敬虔的犹太人，在政治领袖所罗巴伯、
宗教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有王的命令，也有王的资助，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
建立祭坛跟圣殿的根基都非常顺利。

后来他们遇到一些反对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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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这些人满腔热诚要来重建圣殿，
但是却遇到了这样的挫折 建造圣殿的工作暂停了但是却遇到了这样的挫折—建造圣殿的工作暂停了，

以色列人的灵性也跟着倒退，而且受到亏损。
他们缺乏信心 道德标准也一步一步的低落—这个时候神差遣两位先知他们缺乏信心，道德标准也 步 步的低落—这个时候神差遣两位先知

来鼓励百姓重建圣殿。先知看见了一个灯台和两颗橄榄树，
并且鼓励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并且鼓励他们 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也许以色列人一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有势力、有资源、有王的保护、有足够的
经济来源 但是他们建造的工作却被拦阻了—神却提醒 就算没有了这些经济来源，但是他们建造的工作却被拦阻了 神却提醒，就算没有了这些，

你们更需要倚靠圣灵。基督徒最大的资源乃在于上帝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当生活中遇到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习惯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1.我们很容易先靠自己：不要麻烦别人，小事情更不要麻烦神。
我问各位弟兄姐妹：你感冒的时候比较会祷告，还是得癌症的时候比较会祷告？

你感冒的时候看医生比较谨慎还是得癌症的时候看医生比较谨慎？你感冒的时候看医生比较谨慎还是得癌症的时候看医生比较谨慎？
很多人都觉得感冒没什么，自己买点药或随便找个医生看看就行了。
不要小看感冒—所有医学院的学生最挫折的一件事情就是面对感冒，不要小看感冒 所有医学院的学生最挫折的 件事情就是面对感冒，
学习几年的事情以后第一个面对的疾病就是感冒，但是老师告诉他们的答案说：

感冒没有药医！学得一身的本事，竟然第一个病是没有药医的，会挫折吗？

弟兄姐妹，我可以跟各位见证，许多人因着感冒而过世，不是老年人的专利而已；
在我服事的经历里面，就有好几位二、三十岁的，一个小小的感冒就过世了。

不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来倚靠神 有的我们时候靠自己不论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来倚靠神。有的我们时候靠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靠别人来帮忙，恐怕我们最后才想到神。

诗篇三七告诉我们，当你遇到各样恶劣的环境的时候，
一方面你平常要操练信靠神 而且要将你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一方面你平常要操练信靠神，而且要将你的事情交托给耶和华，

并且倚靠他，他就会成全。
「倚靠」的意见就是好像用一根绳子紧紧的捆在一起，「倚靠」的意见就是好像用 根绳子紧紧的捆在 起，

用一根绳子把我跟杨和明紧紧的捆在一起，
本来我的困难，因为我们捆在一起，就变成杨和明的困难—

圣经当中讲的「倚靠」就是这样，跟神是零距离的！
零距离到一个地步：上帝啊，我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

这是一个真正的交托。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常常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就是我们信心最好的考验就是我们信心最好的考验：

我们是用人的聪明方法来解决？
还是来祷告寻求神 用上帝的方法来面对人生各样的问题？还是来祷告寻求神，用上帝的方法来面对人生各样的问题？

这样的信心是要日积月累的来操练。

先知鼓励犹太人，不要害怕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有限。
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各样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各样困难的时候，

我们扎实的倚靠神。

任何的困难就好像这边圣经上说的：任何的困难就好像这边圣经上说的：
大山哪，你在所罗巴伯面前算什么？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大山哪，你在所罗巴伯面前算什么？

让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丰富供应和带领。
我们一生当中可以荣耀神的事情，都是倚靠神而做的。

林前三说每一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在神的面前，
有的人是倚靠上帝而建造，

银宝这样的工程是金银宝石的工程；
有的人是凭自己的力量来建造，那就是草木禾秸的工程。

那关键不在乎事情成功或失败那关键不在乎事情成功或失败，
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倚靠神，并且把荣耀归给神。



五月份的时候有机会我和师母一起去美国陪我们的孩子跟孙子，
三个孙子非常可爱 虽然我平常很节省 对他们一点都不节省三个孙子非常可爱，虽然我平常很节省，对他们 点都不节省，

带他们吃最好的，买好的衣服给他们，买好多玩具给他们，
花了好贵的钱带他们去坐托马斯的火车；钱 ；

可是师母比较有体力，所以常常跟他们玩。

我们去了两个礼拜以后当然都要验收一下，
就问这个两个会说话的孙子：「你们爱外公还是爱外婆？」

他们异口同声毫不犹豫的说：「We like外婆！」
我说：「为什么？我出那么多钱！」

后来我心里知道：金钱买不到真爱。
孩子真正知道你是不是爱他 孩子所要的不见得是物质的东西孩子真正知道你是不是爱他；孩子所要的不见得是物质的东西；
孩子所要的是你陪伴他，爱他。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给我们 个很重要的提醒：
让我们来倚靠神建立「合神心意」的工程。

二、为什么要倚靠神的灵？
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 参与神的创造之工 也使人能够认罪悔改经历重生圣灵是三位 体真神的第三位，参与神的创造之工，也使人能够认罪悔改经历重生。

一个人信主以后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同时帮助我们明白真理；
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荣耀耶稣；神的同在； 荣耀耶稣；

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使我们得着能力和勇气能够为主做好的见证；
同时他也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彼此服事来建立教会。

所以「倚靠神」就是「倚靠神的灵」。

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圣灵充满」是在使徒行传经常出现的现象，

这也是每 个基督徒应该常常有的经历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常常有的经历。
讲到「圣灵充满」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字，

一个是在弗五18所出现的 那个字是讲到个是在弗五18所出现的，那个字是讲到
「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使我们内在生命改变和更新。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对神是敬畏充满了感恩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是被神所掌管，
在每一种「人际关系」的当中能够活出上帝的荣美。在每 种「人际关系」的当中能够活出上帝的荣美。

你会发现那段经文后面就讲到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还有你工作上的关系，
我告诉各位，没有一样关系是容易的：做先生的舍己容易吗？做太太的顺服容易吗？

做孩子的孝顺容易吗？做爸爸妈妈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容易吗？
做一个有爱心的老板容易吗？做一个从心里尊敬主人的员工，也不容易；

除非我们真的被神的灵所充满了除非我们真的被神的灵所充满了。
在上帝的眼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比做主的工更加重要。

我们常常会觉得事情做好就好，我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我们常常会觉得事情做好就好，我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
但是神的眼中却不是如此；人要对了才能够做上帝的工。

所以在亚三先预备的是大祭司约书亚，要脱去那个污秽的衣服，要穿上荣美的
大祭司的袍子 戴上大祭司的冠冕 才能够成为 个真正服事别人的人大祭司的袍子，戴上大祭司的冠冕，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服事别人的人。

在彼前二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被主所洁净，
才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才有能力来宣扬上帝的美德。才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才有能力来宣扬上帝的美德。

所以我们生活、生命上被神的灵充满非常的重要。

圣灵充满的第二个字就出现在 徒二4，这是讲到「圣灵外在彰显的工作」。
使信徒有勇气和口才来传福音 有各样的恩赐来建造教会使信徒有勇气和口才来传福音，有各样的恩赐来建造教会，

来帮助别人，甚至可以有一个火热的心要来服事人。
徒六选执事的时候也讲到圣灵充满徒六选执事的时候也讲到圣灵充满，

所用的也就是这一个圣灵充满的字。

服事神要有勇气，要有恩赐，要有热情，服事神要有勇气，要有恩赐，要有热情，
我们需要经历圣灵的充满，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命令。

弗五 「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命令，就好像一个电器—
今天我有一个最好的手机，但是我必须每天晚上来充电，

也许很多手机的电池已经很进步可以用一个礼拜，
但无论如何一个礼拜以后你还是要来充电啊！

我不晓得各位每个礼拜天来是不是带着你的生命的手机来充电？
不要随便停止聚会 我今天有再好的手机不要随便停止聚会—我今天有再好的手机，

没有电了，这个手机一点用处都没有啊！



曾经就有人碰到，有人开了一部新车，刚从车厂开出来；
个太太对车子也不熟悉 有钱买新车 但是不熟悉车子一个太太对车子也不熟悉，有钱买新车，但是不熟悉车子；
大太阳下像今天一样满头大汗，

看到了我就说：「先生来帮我一下看到了我就说：「先生来帮我 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开出来还好好的，

现在没有了，现在不能动了。」现在没有了，现在不能动了。」

我一看，说「没油了。」
你刚从车厂开出来的时候，他只给你一点点的油，， ，

第一个事情要去加油。
他开到新车就很高兴，哇，觉得我买到新车了，就不去加油，

一下子车就在路中间停住了。
你有再好的车，你不加油，一样不能动。

约十五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灯台要发光，需要有油的供应。

三、要如何倚靠神的灵呢？
1 要熟读上帝的话语 被神的话所充满1. 要熟读上帝的话语，被神的话所充满。

圣灵和神的话是相互的来扶持我们，
当我们被神的话越充满的时候，神的灵就越容易在我们身上工作。当我们被神的话越充满的时候，神的灵就越容易在我们身 作。

一个最明显的圣灵的带领，常常都是在你灵修的时候读到上帝的话。

34年前我刚拿到驾照，我根本没钱买车，， ，
有一天我跟师母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读到太廿一，

那里讲到主骑驴进耶路撒冷，那一匹驴就是主说「主要用它」，
主耶稣「没有去买一匹驴来骑」，我那天读的时候就很感动，

我跟师母说上帝车子已经给我们了。
果真主日到教会的时候 有 个姐妹说 「我先生公司给他 部新车果真主日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我先生公司给他一部新车，

我这部车很新，给你。」我告诉你，她根本不知道我在祷告，
但是神的灵的工作 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经历但是神的灵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经历，

比你花钱去买一部车还要深刻，那是你真正的经历上帝的信实和他的供应。

2. 要花时间亲近上帝。
在 以弗所书、歌罗西书都说我们要「爱惜光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 以弗所书、歌罗西书都说我们要「爱惜光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好好的来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时间；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就是时间。
为什么我们说「每天花一点时间，每个礼拜花一点时间来亲近神」非常重要？

日本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各位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真的每天维持灵修不容易。
有一对新婚夫妇立了志向，说每天都要一小时灵修，

碰到我这个不属灵的牧师 说：唉 不可能！那对夫妇说：碰到我这个不属灵的牧师，说：唉，不可能！那对夫妇说：
「我们也是说说而已。你也知道立了志向由我们哪，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哪。」
我们就是很谦卑的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真的是分别时间亲近神非常重要。
你看主耶稣怎么忙碌，他过一段时间就到旷野或到山上去亲近神。

我们也需要分别 段时间好好的来亲近神我们也需要分别一段时间好好的来亲近神。
犹太人在他们非常成功的经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诺贝尔奖得主，

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分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谨守安息日」。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分析 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谨守安息日」。
以赛亚书56章58章也讲到谨守安息日是何等的蒙福。

弟兄姐妹，一年有365天，教会预备了三天的夏令营，
你愿不愿意从这365天里面 分别三天来好好的亲近神？你愿不愿意从这365天里面，分别三天来好好的亲近神？

不要告诉自己说「我没有时间」，
要为自己祷告：「神啊，我把这时间分别出来给你。」要为 祷 「 啊，我把这 间分别 。」

要请假之前先好好祷告：「感动我的上司」、「感动我的老板」、「准我假期」，
我就是要把这三天分别出来亲近神；而且我相信我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

散会后凭着信心去拿报名单，
你不能一面说要倚靠神，然后又不愿意亲近神。

3. 要为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
圣灵在启示录都是为教会和教会的领袖来说话；

我们要为传道人也要为长执祷告我们要为传道人也要为长执祷告。
求神帮助教会的领袖，不仅是用会议来解决许多的事情，

更是要如同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一样 常常一起聚集祷告更是要如同安提阿教会的领袖 样，常常 起聚集祷告，
来明白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引导。



我们很容易被经验和传统以及世界价值观所影响。
在我要来日本的时候 我带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在我要来日本的时候，我带了 些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在台湾三十几年的讲章；我什么都敢托运，
我那个讲章不敢托运，说这可是我的宝贝啊！我 讲章 托运，说这可 我 贝啊

虽然是回锅肉加个蛋也蛮香的。
可是告诉各位，我带了两箱讲章来，到现在一篇都没用过。

神挑战我说，你到底是倚靠这些讲章还是倚靠我？
你是倚靠你的经验还是时刻倚靠我的引导？

弟兄姊妹 传道人 三十几年 样软弱 样要被圣灵引导弟兄姊妹，传道人，三十几年，一样软弱，一样要被圣灵引导；
不是倚靠经验，不是倚靠过去的讲章，乃是倚靠神的灵。

求神恩待我们的教会 各样事上深深的倚靠主求神恩待我们的教会，各样事上深深的倚靠主，
经历神的大能，走信心的道路。

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盼望你赶快接受主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盼望你赶快接受主，
接受主以后，你的人生不必再靠自己，乃是有圣灵与你同在。

天父 我感谢你！天父，我感谢你！
在今天的早上你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我们要植堂的时候 让我们更多的来祷告特别是我们要植堂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来祷告，
让我们更多的倚靠你，

也让我们经历你的祝福和引导，
使我们的信心越加的成长跟成熟。
祝福弟兄姐妹心中有个渴慕，

要来花时间亲近你。要来花时间亲近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