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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衛星定位系統） 
蔡維恩牧師 

前言: 找到自己信仰的 gps定位系統 
基督徒要知道「聽主聲音」就是找到自己信仰的 gps 定位系

統，人生才有方向感。隨著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的不斷精進與普及化運用，有一種幸福是現代人正

在充分享受而古人只能做夢而已，那就是只要打開手機的 Google

地圖，你在地球上的位置，以及你在地球上兩個定點之間的移動，

馬上精準的定位出來，你的路線圖，搭配你的交通工具，需要多少

時間，都可以精準的掌握。只要手機電力充足，可以上網，任何時

候，你不用擔心會迷路，這對開車族真是一大福音。 

如果奔跑天國路也有這樣的 GPS 該有多好！其實，古時以色列

人走曠野路，白天有雲柱、晚上有火柱指引他們前進，這雲柱火柱

的功能即宛如 GPS。 

但今天已不復存在如此具象般的雲柱火柱，天國的 GPS 似乎隱

藏起來，這條通往天堂的道路更加崎嶇坎坷，岔路與危險重重，用

路人只要稍微閃神，失去專注，就會誤入歧途，偏離神的道路。時

至今日，天國的 GPS 已然隱藏，惟即便處於再怎麼艱難困苦的逆

境下，先知仍為我們帶來患難中充滿盼望的信息：「主雖以艱難給

你當餅，以困苦給你當水，你的教師卻不再隱藏；你眼必看見你的

教師。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

在其間。(賽三十:20-21)」在那當下，當你學會謙卑降伏在主面

前，轉眼仰望定睛在主身上，與主維持連線狀態，心無旁騖的側耳

聆聽，你無論向左向右，完全順服那聲音，你就能不偏不倚走在正

路上。 

在我們一生的信仰旅程中，每當我們來到岔路口，做出判斷與

選擇，背後都是代表我們在信仰上對神的回應，我們能否真正體察

神的心意並順服聖靈的帶領。神的心意都寫在聖經中，誰能晝夜思

想並遵行神的話，他的道路必亨通，凡事順利(書一:8)。神的話也



是人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詩一一九:105)。聖靈是神的靈，住在我

們裡面。「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

替聖徒祈求。(羅八:27)」。我們如何學習「聽主聲音」，就是可聯結

到天國的 gps，特別是在逆境，沒有方向感時，這就是最人生最重

要的解藥。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是否能聽到主聲音，為何小撒母耳聽的到，但資深的老師

以利先知卻聽不到？ 

2. 我們是否能因為聽到主的聲音，找到自己的衛星定位系統，在

苦難中找到一條出路？ 

 

參考經文：《撒母耳記上三:1-10》 

3: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當那些日子，耶和華

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 

3:2 一日，以利睡臥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3:3  神的燈在 神耶和華殿內約櫃那裡，還沒有熄滅，撒母

耳已經睡了。 

3:4 耶和華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說：「我在這裡！」 

3:5 就跑到以利那裡，說：「你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回答

說：「我沒有呼喚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 

3:6 耶和華又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裡，說：「你

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回答說：「我的兒，我沒有呼喚你，你

去睡吧。」 

3:7 那時撒母耳還未認識耶和華，也未得耶和華的默示。 

3:8 耶和華第三次呼喚撒母耳。撒母耳起來，到以利那裡，

說：「你又呼喚我？我在這裡。」以利才明白是耶和華呼喚童子。 

3:9 因此以利對撒母耳說：「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喚你，你就

說：『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處。 

3:10 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喚說：「撒母耳啊！撒母耳

啊！」撒母耳回答說：「請說，僕人敬聽！」 



 

二、經文背景 
    基督徒最大的福氣之一就是，聽見且認識神的聲音。亞伯拉

罕、摩西、撒母耳、大衛、保羅、彼得、眾使徒，以及在拔摩島上

的約翰，都聽見過神的聲音；今天，正如他們一樣，我們也可以清

楚聽見祂的聲音！神應許過在末後，祂的聲音將被清楚聽見。關於

我們要聽見祂的聲音，祂賜下應許同時也是警告。神要招聚一批分

別為聖的餘民，來到屬靈的錫安山，使他們認識祂的聲音。神將以

下訊息賜給凡蒙召的：神最後一次震動萬物的時候，信徒將要聽見

祂曾在歷世歷代震撼全地的聲音。「當時祂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

今祂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來十

二：26)  

本週經文提到小撒母耳來到示羅，睡在耶和華的會幕中，夜間

傳來呼喚的聲音。撒母耳以為是祭司以利在呼喚他，以利卻說不

是。一連三次之後，以利醒悟過來：這是神的聲音！於是指示撒母

耳：「若再呼喚你，你就説：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從那

時開始，撒母耳就成了一個聽神話語和傳神話語的人。 

     

三、啟示: 
（一）有開通的耳朵，任何基督徒都能聽到主的聲音 

  撒母耳在神面前所學習的第一個功課是「聽話」，每個基督徒在

神面前所學習的第一個功課也應該是「聽話」。你會不會聽神的

話，決定了你ㄧ生的靈命成長。不會聽話的人有如「必須吃奶，不

能吃乾糧」的嬰孩（來五:11-12）。 

撒母記上三:1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事奉耶和華。當那些日

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因為不是上帝沒聲音，而

是那時代的人，沒有開通的耳。 

 

「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著名叫自己的羊，把

羊領出來。」（約十:3）「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

們也跟著我。」（約 十:27），主是我們牧者，祂當然認得我們，也



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羊的方向感不好，一不小心就會走失，羊天性

也很固執，喜歡偏安不改變。羊兒群聚和跟隨的天性，導致牠們常

常模仿盲從當中的領頭羊。「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

背，也沒有退後。」（以賽亞五十:5） 

小撒母耳連續三次聽到主聲音。提醒耳朵來聽，因為神以非常

柔和的聲音在耳邊說。所以我們必須細心來注意，我們沒有違背，

也沒有退後。我們的工作不可低下，心智不可疲憊，意念不可思

慮，因為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聖工，也不可容驕傲或懼怕阻礙我們

的工作。 

清晨 是一天的開始，一開始我們便將當天的生活所作的、所

面對的困難向神陳 明，求神力上加力，求神保守，與神建立關

係，不可輕忽這行動，因這禱告使我 們更警醒，當然禱告不單我

們的訴說，神亦會給我們指導、提醒。「每早晨」 這是指持續不斷

而非偶一為之，表示每一天、不間斷，今天基督徒的悲哀是沒有每

天好好親近神，只是有事、有困難、有需要才向神禱告，更少每天

研 讀神的話語，故此我們生命是軟弱，經不起挫折、挑戰。一雙

肯接受的耳朵。我們必須花時間與主同在，才能聽到他的聲音，明

白他的旨意。除了每主日參加崇拜，查經，之外，必須有“個人接

觸”的時間（每天單獨會主至少三次），你才能更明白神的教導，在

靈命上更有基礎。 

例如: 主後 386 奧古斯丁（354-430）經歷激烈的內心掙扎，

在痛哭中聽到神的聲音：「拿起來讀！拿起來讀！」、主後 1926 宋

尚節（1901-1944）在跪著祈禱時，神在靈裡以一細微溫和的聲音

向他說：「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廢棄聰明人的聰明。」（林前一

19）。主後 1956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

1968）。他深感軟弱無力，打算放棄，但禱告時聽到神的聲音：「為

公義站起來，為真理站起來，我會永遠與你同在。」 

 

 （二）用舌頭回應主呼喚，生命才能對焦主 

撒母耳記上三 3:10 耶和華又來站著，像前三次呼喚說：「撒母

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說：「請說，僕人敬聽！」，可



見在聽到主聲音時，我們必須有受教者的舌頭說「請說，僕人

敬聽」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

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

樣。」（以賽亞五十:4） 

    從希伯來書我們讀到：「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就不可硬着

心．．．」(來三：7-8) 神的聲音是「今天」的，祂渴望我們每

時每刻都能聽見祂的聲音。 

  一個人要受教，必需有另一個人肯教。這就是「有一個受教

的舌頭」，必須先有一顆謙卑，受教，肯學的心。因此，耶穌花

許多時間單獨與神同在，就是要從父神領受信息心意。只有肯

受教，才會有受教的舌頭。 

    安慰疲乏的人，是神差遣工人的事，在這世界多少人需要

看顧與安慰，神要很多巴拿巴（勸慰子）來幫助安慰別人。一

個有受教舌頭的人，能指引人去親近神，認識神，帶領人去敬

拜神，讀神的話，至終相信宇宙間唯一的真神。在人每天所說

的話中，用受教的言語述說神的真理，這就是將人領到神面

前，如此才能讓人得到安慰與扶持。這不只需要有“受教的舌

頭”（知識），也需要“受教的生命”。（生活上的見証）一個經歷

神的生命，一個嘗過主恩滋味的生命，一個人在認識神上面有

知識，在生活上有經歷，他就能將人帶到神面前。正如耶穌

說﹕“你們就是我的見証。” 

神在往大馬色的路上，向掃羅說話。「．．． 忽然從天上發

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掃羅，掃

羅，你為什麼逼迫我？』」(徒九：3-4) 保羅在他餘下的一生就見證

說：「我聽見祂的聲音。」他在亞基帕王面前說：「．．．我就聽見

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 ．．．你起來站着，我特意向你顯

現 ．．．」(徒二十六：14-16) 彼得聽見也遵從神的聲音。當他禱

告的時候，他聽見神說：「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彼得，起來，

宰了吃。』我說：『主啊，這是不可的 ?』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

說 ．．．這樣一連三次 ．．．」(徒十一：7-10) 



 

（三）聽主聲音，經歷主同在，必能突破困境 

 撒母耳聽了神的話就要傳遞，此時他遇到了難題：以利叫他去

聽神的話，神卻對他說「我必降罰與以利的家」（撒上三:13）。這

樣的話要傳給以利嗎？以利叫他只管講！於是「撒母耳就把一切的

話都告訴了以利，並沒有隱瞞」（撒上三:18）。先知是傳遞神話語

的人，傳遞的原則是「忠實」：神說甚麼，我傳甚麼。神說祝福的

話，我傳祝福的話。神說責備的話，我傳責備的話。先知只有傳遞

神話語的責任，沒有更改神話語的權力。先知所關心的不是人想聽

甚麼，而是神要我說甚麼。就這樣，撒母耳做了神的先知：「耶和

華將自己的話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這話傳遍以色列地」（撒上

三:21）。教會需要先知的話語，需要有人忠實傳遞神的信息。我們

已經有了（一直都有）說話的神，我們還要傳話的先知，以及聽話

的子民。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鬍鬚，我由他拔；人

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主耶和華必幫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

硬著臉面好像堅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以賽亞書五十:6-

7）但當我們正確無誤地按神的教導去教導別人時，得到的不一定

是正面的回應，反之是挑戰、抗拒，甚至迫害；僕人經歷的不是歡

迎而是拒絕，不是受擁戴而是被憎惡，甚至是苦澀，及深層的苦

難。其實這就是「婦女懷孕」的痛苦過程，最終能夠產生喜樂的果

實。 

人生中許多的問題是出自人和神的關係發生了問題，而這些問

題多是人没有按神的旨意而行，因此人需要常來到神的面前認罪禱

告，透過人的認罪和神赦罪的恩典，使人重新恢復和神的關係。

（列王紀上八:三十三-53）人認罪是蒙恩的開始。 

神邀請我們這些罪人來到他面前，正如我們這樣的罪人，接受

他的憐憫和饒恕。「但是知罪→認罪→勝罪」三階段，律法只能讓

我們知罪與認罪，不能讓我們「勝罪」。除非我們與主建立「生命

關係」，如同約翰福音六:56「那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常在我生

命裏，而我也在他生命裏。」就是生命關係的建立。約翰福音十五



章 4節說：「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

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一定要讓神的愛開始在自己的生

命中湧流：「讓神的愛重新來接納你，重新來擁抱你，醫治你一切

的創傷。」因為主同在，我們才能愛神、愛人產生「良性循環」！

在受考驗磨難的日子裡，記得這句話「主必幫助你。」勇敢地往前

行，轉臉向著耶穌，因仰望祂的，必不致抱愧蒙羞。若上帝幫助，

誰能抵擋呢﹖若你對全能上帝有絕對的信心，任何重擔都不致太沈

重。讓我們以喜樂的心迎接今天，莫讓任何疑慮的陰影攔阻從上帝

而來的亮光。 

 

四、自己的感受 
魯益師（C.S. Lewis, 1898-1963）認為苦痛是神用來喚醒這失聰

世代的擴音筒：「神在我們的歡愉中細語，在我們的良心中說話，

但透過我們的苦痛來呼喊」。在我們最痛苦時（或最危險時），經歷

人生破碎的過程，我們會向誰求救？通常有機會時，我們會選擇最

親密的人作最後的告別。對基督徒而言，最痛苦時，我們會向上帝

禱告嗎？上帝會聽我們的禱告嗎？主是我們的牧者，祂會解決現實

急迫的問題嗎？或許人生走到最後階段時，你相信是天使會來接我

們嗎？這一連串的問題，只有活在與主親密關係的基督徒，能「聽

到主的聲音」 ，才有肯定的答案。 

當然有時候 gps 操作不當時，甚至會帶我們進入更危險的地

步，在信仰上的定位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有敏銳的心思，有辨別諸

靈的恩賜。「聖經就是耶穌要對你說的話，讀聖經就是聽耶穌說

話，天天讀聖經，天天聽耶穌說話，你就會熟悉耶穌的聲音。」 

美國華盛頓牧會的大衛斯汀(David I. Stine)牧師，「五步驟明白

上帝心意」，他得出五大步驟的操練，相信這番心得也必能幫助渴

望聽見神聲音的人們。 

第一步：預備時間和地點與神相遇 

為何我們會把時間優先排給其他人，卻忽略或不願與我們所愛

的上帝會面？這不是責備和批評，只是提醒大家：我們當把看重的

事排在優先。挑戰所有「大忙人」立刻拿起手機，預留每天與上帝



相遇的時間。我們若不每天尋求神的引領，怎能奢望找到上帝應許

的豐滿生命？請預備自己喜愛的地方與上帝連結，像預備一場美好

的約會！（每天至少三次單獨會主）  

第二步：安靜休息、敬拜神 

詩篇四十六篇 10 節，上帝教導我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

是神」。坦白地說，自己並不喜歡安靜休息，反而喜歡動來動去，

做成許多事。一旦我們在神面前安靜休息，就能進入真正的敬拜，

一切都改變了，蒙蔽的雙眼得以看清，再次想起上帝的偉大，祂何

等愛我們，我們也何等愛上帝，再次想起我們何等需要上帝，祂何

等信實。 

第三步：讀經和禱告 

面對生活中常遇到的困難，上帝都已寫下祂的建議和智慧，要

花時間讀聖經─上帝的話語。要聽見上帝的聲音，有兩大要素，一

是經文，二是聖靈，兩者關係密切，當我們打開聖經閱讀，已在傾

聽上帝說過的話，然後祈求聖靈，讓經文對我們的心說話，如此即

能辨明上帝要對我們說甚麼。 

第四步：傾聽並記錄 

倘若與上帝的關係中，我們不擅長仔細聆聽，可能會錯過〈列

王紀上〉十九章所說─上帝「微小的聲音」。我們是否願意暫停自

我中心，留心聽上帝的聲音，還是只花大部分時間把代禱清單念一

遍？一個方法稱為「雙向紀錄法」(Two-way Journaling)：拿出日記

或筆記本，寫一封信給上帝，單純告訴祂、你的感覺如何、問你想

問的問題等等，接著停下片刻，求上帝親自對你說話，然後回信給

自己，寫下你聽見的微小聲音─上帝要對你說的話。同時提醒基督

徒，要查驗這些「微小的聲音」是否與經文相符，或者可問屬靈長

輩是否也能同意這些信息。（屬靈日記的使用） 

第五步：分享並順服 

 與屬靈長輩或夥伴分享領受與生命中的掙扎，他們也為我們代

禱，走在神的心意中。 與屬靈長輩或夥伴分享領受與生命中的掙

扎，他們也為我們代禱，走在神的心意中。雖然敞開分享自己的掙

扎，多少有些難為情，不過「與對的人誠實分享」是生命中最能帶



來釋放的紀律，也讓我們有自信去順服上帝對我們說的話。   

請記得，上帝樂意與我們說話，以上五步驟，是幫助我們能每

天聆聽上帝聲音的好操練！其實「聖殿」（教會或自己內在聖殿）

就是我們與神說話溝通的地方，也是讓我們得赦免與應許得醫治釋

放的地方。 

 

自己的住院感受以及上上週六在岡山活泉靈糧的特會感動。 

神將以上這一切都放在聖經之中，聖經是神的話語，是神所默示

的（提後 3:16）。神的引導是個人性的，他的旨意卻是普世性的。

神對你人生的各階段或許會有不同的引導，但卻將他普世性的旨意

寫在聖經之中。在你尋求神的引導之前，必須先要明白神的旨意。

在你開口問：「主啊，我下一步該怎麼走？」之前，應當知道神已

經說話，並且仍在說話。所以不要急著問自己的事，而要先對神

說：「耶和華啊，請說，僕人敬聽！」 

 

五、結論 
誰是上帝要使用的人？每天清晨，我們有尋求上帝的幫助嗎？

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說：「晨更乃是一把鑰匙，替我們開了

親近神的一扇門。」願我們每天從早上到夜晚，求主開我們的耳

朵，聽所當聽的，賜福我們的舌頭，說所當說的，成為主歡喜差用

的兒女，求祂賜我們力量，來服事祂，為主背十字架！讓岡山教會

成為「禱告、敬拜、見証、傳福音文化」的復興教會！ 

 

討論題綱： 

1. 在人生經驗中（特別是現在的疫情下），你是否曾經歷逆境，卻

能聽到主聲音，確信上帝的臨在？試分享你在當時人、事、

時、地、物的經驗！ 

2. 當別人與你爭辯上帝是否存在時，你會如何回應祂？ 

 

代禱事項： 

1. 請為教會和小組兄姊代禱，使我們能在不同時空經驗「聽主聲



音」，找到自己的定位系統，有方向感所帶來的力量！ 

2. 請為自己的信仰禱告，能夠對焦於神，讓我們每一次的敬拜，

能使生命更回歸到上帝面前，聽主聲音，經驗祂是無所不在的

主。 

 

祈禱文： 

愛我們的主，感謝祢讓我們在地上有形的建築和無形的小組經

驗中，經驗到祢的神聖全能，不單只是存在於某個特定時空。即使

我們在不同的時空，仍能感受祢的同在，聽到祢的聲音，成為我們

的安慰與幫助。也求祢赦免我們，有時把祢局限在有限形體中，而

畫地自限，虧欠了祢的榮耀。求祢使我們有智慧，來看待我們一生

的年月，透過祢臨在的經驗，使我們看到自己的罪，並渴望歸回到

祢面前。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關注教會中的軟弱兄姊，陪伴他們領受「聽主聲音」找到自己

生命方向感的意義。 

2. 請在每天讀聖經時，祈求上帝提醒我們，時時刻刻謙卑受教，

領受來自聖經的每日活水幫助，在疫情下，聽主聲音，突破困

境。 

3. 請在週日禮拜中，默想耶穌基督的謙卑順服和赦罪權柄，讓我

們因為信耶穌是基督，享有豐盛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