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縣基督徒聚會培靈會 (8/13/2005-8/14/2005) 

第一堂信息﹕週六上午 

「親近神的生活」 

第二堂信息﹕週六上午 

「事奉神的生命」 

座談交通﹕週六下午 

「基督徒的婚姻與家庭生活」 

第三堂信息﹕主日上午 

「榮耀神的建造」 

第四堂信息﹕主日上午 

「見證神的使命」 

 

 

梁家聲弟兄簡介 

弟兄在十二歲時蒙恩得救, 高中開始在教會中學習服事. 一九八一年秋到美國南加大

求學, 先後得到機械碩士和土木結構博士學位, 於一九八五年畢業, 接著在工程電腦

軟體公司負責軟件開發工作七年。一九八八年蒙召, 接受事奉的裝備與訓練,. 一九

九二年十月開始全時間服事主, 開拓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並在基督見證使團及見證書

室和出版社中一同配搭服事至今. 二ＯＯ三年在聖靈的帶領下全家遷至核桃市開拓

東區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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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造人原初的心意的失落 

創 3:21 耶和華 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 

創 3:22 耶和華 神說、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

生命樹的果子喫、就永遠活著． 

創 3:23 耶和華 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耕種他所自出之土。 

 

 

(二) 神的尋回與親近主道路的恢復 

來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來 10:20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

體． 

 

 

(三) 神向人發出的呼召 

雅 4:8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

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太 11:28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 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

享安息。 

 

 

 

(一) 同在的應許 

太 1: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繙

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二) 同住的生活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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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近神的有福生活 

(一) 深的渴慕與愛的吸引 

詩 42:1〔可拉後裔的訓誨詩、交與伶長。〕 神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

水。 

詩 42:2 我的心渴想 神、就是永生 神•我幾時得朝見 神呢。 

詩 84:1〔可拉後裔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

何等可愛。 

詩 84:2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 神呼籲。〔或

作歡呼〕 

詩 84: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 神阿、在你祭壇那裏、麻雀為自己找著房

屋•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 

詩 84:4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 

 

 

(二) 吃主與喝主 

約 6:35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

渴。 

約 6:55 我的肉真是可喫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約 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他裏面。 

約 6: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喫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

著。 

 

 

(三) 對著會幕安營–基督必須成為我們一切生活的中心 

民 2:1 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 

民 2:2 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號那裏、對著會幕的四圍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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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摩西的呼召――對神百姓的呼召 

出 3:12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

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二) 呼召與爭戰的源頭 

出 4:23 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事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

你的長子。 

 

 
(三) 神在時間裡最大的需要：合用的器皿 

賽 6:8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

裏、請差遣我。 

 

 

 
二、合神心意的事奉 

(一) 潔淨的器皿 

利 11:45 我是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 神、所以你們要聖

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彼前 1: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彼前 1: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二) 奉獻的器皿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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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甘心的奴僕 

出 21:5 倘或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意自由出去． 

出 21:6 他的主人就要帶他到審判官那裏、〔審判官或作 神下同〕又要帶他到

門前、靠近門框、用錐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遠服事主人。 

 

(四) 忠心的管家 

林前 4: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三、全家的事奉與身體的事奉 

書 24:15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

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至於我、

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弗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弗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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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3: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10 
我照 神所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面建造．只

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11 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

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12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在這根基上建

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他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

驗各人的工程怎樣。14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15 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

的一樣。16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 神的性情

 銀 – 基督的救贖

 寶石 – 聖靈的工作

 

弗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弗 4: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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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見證的意義 -見證所看見、所聽見的 

徒 22:15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 

約一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約 4:28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 

約 4:29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

基督麼。 

 

約 1:40-42 

40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41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彌賽亞繙出來、就是

基督。） 

42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二、作見證的使命 

太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太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

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 

太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三、神要得著有的見證 

 

〈一〉光的見證 

太 5: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太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

們在天上的父。 

 

 

 

 



 8

〈二〉愛的見證  

約一 4:19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約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 

約 13: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三〉合一的見證 

約 17:11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

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弗 4: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

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