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所指的鷹是中東產的兩種鷹
帝王鷹（Imperil Eagle)和金鷹 (Golden Engle)



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1984年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

我們不是只享受天國公民的權力和福利而已，我們還是天國的
大使，我們是上帝的代理人，是尊貴的祭司，聖潔的國度。



3摩西到上帝那裏，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〆「你要這樣告
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〆4『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
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
5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
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6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
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又如鷹攪動巢窩，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
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申32〆11



「啟示」是指「上帝自我的揭露」

神是藉言行向人類自我啟示的神

在聖經中，話語往往在行動之前
先來的是應許

接著應許得以成就

28你豈不曾知道嗎？
你豈不曾聽見嗎？
永在的上帝耶和華，
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疲乏，也不困倦；
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29疲乏的，祂賜能力；
軟弱的，祂加力量。
30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31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30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々
強壯的也必全然跌倒。

當代聖經 年輕的會疲乏困倦，
強壯的也會一蹶不振々

得
勝
先
知

變成
逃
命
先
知

1、把盼望放在特定的人身上，而沒有看見神

2、把所有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一、紀律是解決人生難題重要的工具〆
1、不逞一時之快 々 2、承擔責任
3、忠於真相 々 4、保持平衡
二、紀律的原動力是愛〆愛是一種周而復始的過程
「為滋養個人和他人心靈成長而擴充自我的意願」

真愛不但需要投入奉獻，也要運用智慧
愛是能尊重所愛的人，給他們保留獨立空間…

四、神恩－超自然的神蹟 〆
凡是達到神恩的境界的人，都對自己的境遇
訝異不已，他們不覺得這是靠自己的力量爭
取到的。

人生困難重重 ….，上帝賜力量…..
生命的真諦就在於面對與解決問題的過程〆

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和一種深不可測的智慧，在心靈成長之路帶引
我們。其判斷準確，遠勝於我們自己的意識々在它們領導下，
心靈成長的旅程會加快許多。



28你豈不曾知道嗎〇
你豈不曾聽見嗎〇
永在的上帝耶和華，
創造地極的主，
並不疲乏，也不困倦々
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29疲乏的，祂賜能力々
軟弱的，祂加力量。

聖哉〈聖哉〈聖哉〈
主上帝是昔在、今在、
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四8下

創一1

「主耶和華啊，
祢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

膀臂創造天地，
在祢沒有難成的事。

耶32〆17



From life without limbs to life without LIMITS !

沒有四肢 變成 沒有限制〈

耶穌回答說〆「也
不是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
罪，是要在他身上
顯出神的作為來。
～約9〆3

Nick Vujicic 尼克

你有渴望與熱情要做一些事，並且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就會在最好的時機
成就。人們經常毫無理由地將限制放在自己身上，更糟的是---
將限制放在可以成就萬事的上帝身上，如同把上帝放進一個“箱子”裡〈
有關上帝大能的奇妙之處，乃在於當你要為神做事時，不去看自己的能力
大小、而是看自己願意給祂使用多少，因為事情是祂藉我們成就的，
離了上帝我們不能做什麼。



Nick Vujicic於2月12日與
Kanae Miyahara結為夫婦

基督日報〆
2012年08月21日06時38分
尼克透露妻子懷孕
13周 見證神驚人祝福



『重新』是明瞭本節的關鍵，
其實際的意思是『代換』
『那等候耶和華的，

必代換力量。』
那等候 神的，必有祂的
能力代換自己的軟弱，….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那等候耶
和華的」---

就是誠懇謙
卑地仰望

主賜智慧和
力量，然後
耐心地等候
祂的引導。「從新得力」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斷

從上帝領受，又不斷向上帝奉獻
的過程。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
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賽 40:31) 

猶太拉比：

指向出埃及(出19:4)
指向在曠野漂流的光景
指向在應許之地的生活

如鷹展翅上騰──青年的活力與創意
奔跑卻不困倦──中年的奮鬥與成就
行走卻不疲乏──長輩的智慧與優閒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Isa_40.php?section=31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Isa_40.php?section=31
http://bible.popcastle.com/bible/Isa_40.php?section=31


因此，耶和華必等候要恩待你們々
祂必興起來憐憫你們，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 神。
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賽30〆18）聖經新譯本

1、專注〆
我的心默默無聲，專等候上帝々
我的救恩是從祂而來。（詩62〆1）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
因為我的盼望是從祂而來。
（詩62〆5）

1  Truly my soul wait upon God: 

from him come my salvation.

5 My soul, wait thou only upon God;

for my expectation is from him.

KJV Psa 62  
神已經與你
同在了，
wait on God，
就是侍立在
神面前。



2、靜止〆（靜下來,要將一切交給 神）

你們要休息「be still」 ，要知道我是 神，我必在外邦中被

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詩46〆10）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〆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々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々你們竟自不肯。 （賽30:15 ）

你們得救在於悔改和安息，
你們得力在於平靜和信靠。新譯本

出 14:13 摩西對百姓說〆「不要懼怕，
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
施行的救恩。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
的埃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出
14:14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々你們只
管靜默，不要作聲。」



6我的心等候主， 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7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 因祂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詩130〆6～7

等候並非聽天由命，乃是持續完成我們受託的任務，
同時又相信 神會提供意義和結論。～畢德生(Eugene Peterson)

盼望並不是作夢。它乃是以警覺的心有信心地期待 神會按祂所
說的來成就。它是以以信心作為想像的動力，是心甘情願地讓
神按照祂的方法和時間行事。它不同於制定計畫要 神實行，並
且告訴祂要怎樣作和何時做----這樣絕非盼望 神，乃是要脅 神。



羅柄森師母〆「 神在深邃的寧謐裏行動，
對 神的孩子，祂常是用安靜、微小的聲音說話。
神從不慌忙，永恒的歲月屬於祂，
祂不允許我們催逼祂。
聽見祂聲音的首要條件是安靜下來、
要有耐心。所有的煩躁、焦慮、
匆忙、不安都會成為攔阻。

一定要安靜----在靈魂的靜寂裏----去遇見祂
聽見祂的聲音。
神在極大的合諧中行事，
肅靜、等候、耐心和順服會調整
我們不和諧的音調來與祂相和々
調整過的音弦會發出回應，
我們就在我們的裏面得著祂的心思。」





《服事可以不流淚》
Pastorting without tears 

《讓你的教會轉化世界》

一九九四年開始的時候只有七個人，經過八年的時間，
已有三萬名會友，同時在四十個國家中，拓植了超過
六百間教會。他的事奉充滿了喜樂與活力，而非痛苦的淚水。他說〆「人若
是與神擁有一對一的親密關係，人若是知道藉著禱告突破困境，人若是明白
如何等候神，他必在 神那裡重新支取力量。」

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々神呼召你，乃是要你 懷
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衪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當一個人想要靠自己擔負起 神的責任，就是試圖超越 神的地位，這麼做只
會毀了自己々因為沒有人可以負起 神所背負的重擔，只是會被擊垮。
成長是服事可以不流淚的必備條件，無論你的服事進展到那個階段，你都必須不斷
的成長，否則靈命就會開始枯竭。
呼召總是伴隨著恩膏的。每一個呼召都需要委身，除非你的委身能夠加上恩膏，否
則你不會走得很遠。

桑戴〃阿得拉加

https://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e6%a1%91%e6%88%b4%ef%bc%8e%e9%98%bf%e5%be%97%e6%8b%89%e5%8a%a0


詩篇103篇

5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聖經新譯本)

祂以福樂使你的心願滿足，
以致你好像鷹一般
恢復青春的活力

V.2「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〆

V3～5〆(一)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々(二)祂「醫治你的一切疾病」々

(三)「祂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々(四)祂「以仁愛和慈悲為你冠冕」々

(五)「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 慕迪《有福的盼望》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 雅各四8上



雙翼展翅上騰的健康教會

靈修生活展雙翼----

1.聖經神的話
2.聖靈的工作

小組功能
展雙翼----

1.教會全體會友的大型敬拜
2.健康門徒的小組生命牧養

金聖坤牧師



此門訓模式（禱告邀請來的），建立深入、彼此扶持的門訓生命
夥伴，且繼續傳承（不是在趕課程和查經班，是生命的陪伴和建
造，只有一本書，圍繞聖經核心真理來分享和在生活中操練）。

耶穌又對眾人說〆『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
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々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
命々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路九23－24 



本書結合三個要素〆
1.神話語中永遠不變的真理
2.各種透明化的關係
3.相互守望

 透過此工具書，你將會學習〆
1.以感恩的心與聖靈同工
2.打開自己的生命接受主將要在你身上成就的事

3.對主全然的獻上，在祂裡面長大成熟

發掘在基督裡的豐盛生命...
此工具書是特別為培育小而有生命力的門徒團體而設計。

其異象是建立一個不斷擴展，一代傳一代的門徒網絡。

求真理的聖靈幫助我們學習 神話語和操練 神話語在生活中



第一部〆成為門徒
1.門徒造就
2.成為門徒
3.靈修時間
4.研讀聖經
5.禱告
6.敬拜

第二部〆認識基督
7.三位一體的神
8.照著神的形像被造
9.罪
10.恩典
11.救贖
12.稱義
13.兒女的名份

第三部〆效法基督
14.被聖靈充滿
15.聖靈的果子
16.信靠
17.愛
18.公義
19.見證人

第四部〆服事基督
20.教會
21.服事恩賜
22.屬靈爭戰
23.與神同行
24.分享財富
25.金錢



操練等候 神並具體找出（禱告和思考）
在新的一年，生命中哪些層面需要突破＆成長〇
然後確立目標，全力以赴去達成。



如鷹展翅上騰
神已聽見我的呼求
祂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重擔脫去一切纏累
恢復 神造我的榮美形象（2X）



永在的神創造萬物的主
祂的智慧無法測度
疲乏的 祂賜能力
軟弱的 祂加力量
等候耶和華 必從新得力



如鷹展翅上騰 翱翔在 神的國度裡
飛越所有艱難和風暴
單單注視 祢榮耀寶座

如鷹展翅上騰 翱翔在 神的國度裡
領受聖靈恩膏和大能
活出美好 自由的風采

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