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篇 Psalm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

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

的殿裡求問。 



以賽亞 Isaiah 33:17 

你的眼必見王的榮美、必見遼

闊之地。 



Review.耶穌榮美的十大特徵 
Ten Characteristics of Jesus’ Beauty 

1.祂的頭：權能的領導 
His head: Sovereign leadership 

2.祂的頭髮：專一委身 His hair: Dedication 

3.祂的眼睛：無窮的知識和智慧 

His eyes: Infinite knowledge and wisdom 

4.祂的雙頰：豐富的情感 
His cheeks: Diverse emotions 

5.祂的嘴唇：神的話 His lips: God’s Word 



Review.耶穌榮美的十大特徵 
6.祂的雙手：神聖的工作  
   His hands: Divine activity 

7.祂的身體：柔和的同情心  
   His body: Tender compassion 

8.祂的雙腿：行出神的目的  
   His legs: Walk of His purposes 
9.祂的容貌：分賜給我們  
   His countenance: Impartation to us 

10.祂的口：與我們親密的關係 
   His mouth: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us 



我們要宣講這些真理： 
Review.耶穌榮美的十大特徵 

We will speak these truths 

 向耶穌，表達我們對祂的愛  
   to Jesus to express our love for Him 

 向仇敵，當牠欺騙我們時  
   to the devil when he lies to us about God 

 向自己，當處在難處和挫折中  
   to ourselves in time of difficulty and discouragement 

 向他人，需要鼓勵時 
   to others who need encouragement 



雅歌 Song of Songs 5:16a  

10.祂的口：與我們親密的關係 

   His mouth: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us 

“祂的口極其甘甜；” 

 口：屬靈的親密  

Mouth : Spiritual  intimacy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13:14 

願主耶穌基

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

人同在！ 



腓立比 Philippians 2:1 

所以，在基
督裏若有甚
麼勸勉，愛
心有甚麼安
慰，聖靈有
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
慈悲憐憫， 



一.如何實際進入與神的親密關係 
How to Practically Enter Into the Intimacy with God 

1.我們必須明白聖靈就是住在我 
  們裡面的神 We must understand the 

           Holy Spirit is God who lives inside our spirits 

2.我們必須常常藉著跟聖靈交談 
  與祂交通 We must fellowship with Him  

                                           by talking with Him often 



一.如何實際進入與神的親密關係 
3.我們必須特意培養與聖靈的 
  朋友關係 We must cultivate our  

             friendship with Him in an intentional way 

4.我們必須過與主連結的生活讓 
  聖靈帶領我們進入命定 We must  

       open our inner life to be led by Him to our destiny 



F : Fear of God     敬畏神 
E : Endurance      忍耐 
L : Love   愛 
L : Light of glory  榮光 
O : One thing  一件事 
W : count me Worthy 算我配得 
S : Speech   話語 
H : Humility  謙卑 
I : Insight   智慧 
P : Peace and joy 平安喜樂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Use F-E-L-L-O-W-S-H-I-P to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F : Fear of God   敬畏神 
詩篇 Psalm 86:11  

耶和華啊，
求袮將袮的
道指教我；
我要照袮的
真理行；求
袮使我專心
敬畏袮的名！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E : Endurance  忍耐 
歌羅西 Colossians 1 :11 

照祂榮耀的
權能，得以
在各樣的力
上加力，好
叫你們凡事
歡歡喜喜地
忍耐寬容；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L : Love 愛 

腓立比 Philippians 1 :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L : Light of glory 榮光 
詩篇 Psalm 4 : 6b  

耶和華
啊，求
袮仰起
臉來，
光照我
們。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O : One thing  一件事 
詩篇 Psalm 27:4  

有一件事，我曾
求耶和華，我仍
要尋求：就是一
生一世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瞻仰
祂的榮美，在祂
的殿裏求問。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W : count me Worthy 算我配得 
貼後 2 Thess. 1 : 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
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
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
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S : Speech  話語 
詩篇 Psalm 141:3  

耶和華啊，求袮禁止我的口，把
守我的嘴！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H : Humility  謙卑 
馬太 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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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I : Insight  智慧 
歌羅西 Colossians 1 : 9-10 

9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
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你
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
心知道神的旨意；  

10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
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
子，漸漸地多知道神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P : Peace and joy 平安喜樂 
腓立比 Philippians 4:7  

神所賜、
出人意外
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
穌裏保守
你們的心
懷意念。  



F : Fear of God     敬畏神 
E : Endurance      忍耐 
L : Love   愛 
L : Light of glory  榮光 
O : One thing  一件事 
W : count me Worthy 算我配得 
S : Speech   話語 
H : Humility  謙卑 
I : Insight   智慧 
P : Peace and joy 平安喜樂 

二.用『 F-E-L-L-O-W-S-H-I-P』的方式與聖靈相交 
Use F-E-L-L-O-W-S-H-I-P to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