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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數記7:89  
「摩西進會幕要與耶和華說

話的時候，聽見法櫃的施

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間，

有與他說話的聲音，就是

耶和華與他說話。」 
 



  「光照之言」 ，指的是「聖靈光照的話語」
（即：“Rhema” ，音：「瑞瑪」）；也就
是：「神親自對我們說話」。 

 



壹、聖靈光照的話語 

聖經中的話語，有兩種狀態： 
第一、記載下來的話語（Logos）。 
  
第二、聖靈光照的話語（Rhema）；        即：
「神親自對你說話」。 

 



路加福音3:2-4 
  2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
那時， 撒迦利亞的兒子約
翰在曠野裏，【神的話臨
到他】。 3 他就來到約旦河 
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
禮，使罪得赦。 4 【正如先
知以賽亞書上所記的話】，
說：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 
預備主的道， 修直祂的路！ 

 



 「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 “神的話” 造成的
... 」   （來11:3 前半句）。 

 「... 這樣，所看見的 ，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
的。」  （來11:3後半句）。 

 「顯然之物」（"What was visible") 

 「所看見的」 
 



   來11:3 告訴我們， Rhema 創造了宇宙萬物。 

   羅4:17 告訴我們 ，Rhema「使無變為有 」：「亞
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 
的神...」 

 甚麼是「使無變為有」？ 

  Rhema「使無變為有」。這跟你我有甚麼關係？ 

 羅8: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 "萬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 

  
 



貳、Rhema   與「讀經」 以及「生命經歷」  

 一、「讀經」方面  
       讀經時，如何經歷 Rhema 
 



A.要「禱告」 
詩119:18 「求祢開我的眼睛， 使我看出祢律法中的
奇妙。」 

詩119:27 「求祢使我明白祢的訓詞， 我就思想祢的
奇事。」 

詩119:73 「祢的手製造我，建立我； 求祢賜我悟性，
可以學習祢的命令！」 

詩119: 125 「我是祢的僕人，求祢賜我悟性， 使我
得知你的法度。」 

  



B. 要「默想」 （Meditate） 
詩119:27 「求祢使我明白祢的訓詞，我就思想 (
默想) 祢的奇事。」 

詩119:99 「我比我的師傅更通達， 因為我思想 (
黙想) 祢的法度。」 

詩119:48 「我又要遵行祢的命令， 這命令素來
是我所愛的； 我也要思想 (默想) 祢的律例。」 

 
 



1. 基督徒獨特的默想方式 



2. 注意「充滿」 與「空置」 的差别 
空置： 
太12:43-45 
43「污鬼離了人身，就在無水之地過來過去，尋求安歇 之處 ，

卻尋不着。  
44 於是說：『我要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裏去。』到了，就看見裏

面空閒，打掃乾淨，修飾好了，  
45 便去另帶了七個比自己更惡的鬼來，都進去住在那裏。那人

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 
  
充滿：將神的話充滿在我們心裡，邪靈毫無可趁之机。  
 



二、「生命經歷」 方面 

A. 智能、知識、經驗的困境與出路 
 



1. 困境：主耶穌知道，人的頭腦何其有限 

 約16:12「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
現在擔當不了［或作：不能領会］。」 

  
 



2. 出路：主耶穌應許 Rhema 

 約16:12「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
現在擔當不了［或作：不能領会］。」 

 約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
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  

  
 



(1) 今日的立足點 
約16:1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
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
是 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
告訴你們。」  

 約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
的聖靈，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
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2) 三個一切 
 a. 「一切的真理」 

約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 "一切
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
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 

  
【祂（聖靈）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從誰那裡听見？受之於何人？） 
  
約16:14 （耶穌說）「祂要榮耀我，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一個小故事 

 林前6:7  
「... 為甚麼不情願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吃虧
呢？」 

  
  羅12:9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b. 「一切的事」 

  約14: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 “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 」               （約14:26 前半

句）  
  
c. 「一切話」  
「... 並且要叫你們 "想起" 我對你們所說的 "一切話" 。」

（約14:26 後半句）  



B. Rhema 與「行動」 

1. 主耶穌教導我們「行動」 的「三步驟」 

 



(1)【去】 
   太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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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我 ［看哪！我 、我親自］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2)【等】 
     徒1:4-5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

開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

說過的。  

  
要等到甚麼時候？ 

    路24: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

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3)【去】 
   徒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 、 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2. 「等候聖靈能力」 ， 今日的操練 
  

(1)【去】（指的是：採取「行動」） 
  
(2)【等】（指的是：「直等到」） 
  
(3)【去】（倚靠聖靈行動）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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