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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圣经中的圣灵&跟随圣灵（六） 

2018年3月11日 周日班 

感谢主，很高兴在此能够看到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要记得耶稣

在我们中间,因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耶稣就在那

里。任何一个人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他。每一次都要记得，圣经说，

神离我们不远，祂一直都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有时候我们信的不够，

或者说，一直没有相信,常常忘记，常常忘记主在我们的里面。哈利

路亚！祂说了祂与我们同在，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信心上 

讲到圣灵的时候，特别是耶稣说到保惠师圣灵要来的时候，第一件事

就是，祂来就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第二次祂就说

到，祂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 

每一次我们一提到圣灵，就是主耶稣说神就灵，所以拜祂必须要在

灵里、要在真实的里面来敬拜祂。也就是说不是在外面的，不是在外

面可以看得见的。所有的偶像都是在外面看到的，但独一的真神，因

为祂是灵所以看不到。就是连摩西，圣经都说，「摩西如同看见了那

看不见的神」，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希 11:27)  意思说他没有看见，

他就好像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神。就是说到摩西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

个地步，好像看见了神。神自己也说，祂对摩西说话是直接的，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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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一样，不是用猜谜的方式。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异象、

异梦还不是那么清楚。保罗是一个很有启示的人，可是他还是说这一

位完全的神，我们如果要想看到，就是好像如同从镜子里观望，有一

点好像在猜谜一样。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信心上，是建立在相信神的话语。「义

人乃是因信得生」,惟義人因信得生 (哈 2:4)，在圣经里面至少说了三次

这样的话。「义人是因信得生」意思说：我们要得着生命，与神的生

命相连结，完全凭着信心。可是多数的弟兄姐妹，他们寻找神，特别

是提到圣灵充满，多半都是在寻求感觉，在等候感觉。他们是以感觉

为先，不是以信心为先。 

 

在信心中与神同行 

神要我们相信，是要我们相信祂。圣经从头到尾，就是要相信神。「与

神同行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与神同行，而是在信心中与神同行。

不是因为他们看到神，也不是神好像变成一个人跟他们一起来。圣经

说的「与神同行」，乃是他们天天活在神的面前，在信心中他们就是

相信神与他们同在，而他们也与神同在。因此有时候，神会用不同的

方式来向他们说话。我们先与主连结，要知道祂就在我们当中，祂就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喜欢唱一首短短的歌，就是《居在主里》：〝住在主里面，何等的

甘甜，我安息在救主的脚前….”。这就是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应该有的

信心，我们是与祂连结，我们住在祂的里面，祂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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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且安息在祂的脚前，就是有点俯服敬拜。因为祂是神，我们

是祂的儿女，是蒙恩的罪人,在祂的脚前尊主为大。 

唱詩歌《居在主里》副歌：  “居主里，居主里，哦，何等的甘甜，

我安息，安息，在救主的脚前。” 

唱詩歌《祂是主》 “祂是主，祂是主，祂已从死里复活因祂是主，

万口要承认，万膝要跪拜，耶稣基督是主。” 

祂不但是主，祂也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我有跟大家提醒过，每一次

在上课的时候，要带着圣经。因为我这个月讲的主题就是《认识圣经

里的圣灵》，还有如何来跟随祂。我们一旦认识圣经里面的圣灵，相

信圣经所说的，或者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关于圣灵的事，我们还要领受

圣灵，还要接受圣灵。 

圣经中的圣灵 

领受圣灵的意思就是让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也可以说临到我们的身

上，住在我们的面，我们就可以住在祂的里面。每一次提到圣灵的时

候，要记得就是讲到「神的灵」，或者讲到「灵神」。在圣经里面，

神有称为父，祂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可以称祂说「父神」或「天

父」，「阿爸父」。这是说明我们都是祂的儿女，我们跟祂有生命的

关系。可是我们如果没有重生得救，也许名义上是基督徒、是神的儿

女，可是生命上没有经历，没有连结。 

主耶稣说，“神就是灵”。我们或许就从这一处的圣经来看吧。也许

我们多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希望你把这些经文能够记下来，那就成为

你信仰的根基，你就不会动摇，你知道你所信的是圣经所说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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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所教导的，不管是神学家或者是圣经的学者、或者哪一个牧师

传道人，如果不是圣经所说的，是圣经上没有的，我们都会保留。 

 

三位一体的由來 

譬如，一般传统的教会，说到神的时候，都说「三位一体的神」。这

一理论定义是早在公元325年那个时候的教会,只有天主教，还没有新

教。他们在尼西亚召开所谓的「大公会议」，那一次的会议上，所有

各地的教会的，天主教的里头称作主教，就是管理各个教区的，来了

差不多318位的主教参加这个会议。为什么神又是父、又是子、又是

圣灵，在那一次的会议上有很多的辩论。有两派的人，一派是认为父、

神、子，父当然在先，子当然在后。甚至于还说，子是受造的。另外

一派就是说，父和子是同等的，是一样的性质，是同等的。 

经过了很多的争论，后来就采纳了優西比烏斯的建议，这是施洗约翰

的一个门徒，跟施洗约翰在一起学习过，然后采纳了他的建议，就是

定下来，父、子、圣灵是一位神但是祂有三个位格，所以就这样就定

下了「三位一体的神」。可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三位一体的神」，

圣经里只有说父、子、还有圣灵。不是三位，就是一位神。祂跟人类

的关系，就如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蒙救赎的人来说，是从圣灵

重生的。就是，我们是的儿女，常常祷告「阿爸父，我们的天父」，

这是很自然的，是因为我们是祂的儿女，这当然会称呼「阿爸父」，

可是祂还是神。 

然后我们怎么重生得救，是因信耶稣得蒙救赎，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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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得着耶稣基督的名份。所以，子与我们是什么关

系？子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祂是神的彰显，祂是道称肉

身，这肉身在历史上只有33年多，祂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第三天复

活，升天，又回到父那里去。 

保罗讲到基督的时候，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大哉敬虔的奥秘”。

这实在是一个奥秘，所谓的三位一体，是后来经过好几个世纪，一直

在辩论，才接受这个定义。其实神就是一位，就着我们蒙恩的罪人来

说，祂是父神，祂是救主曾经在肉身显现。祂跟我们的关系，是生命

上的关系,就是祂是圣灵。我们所谓得生命，是从圣灵而来，圣灵是

赐我们生命的灵。 

 

神就是灵 

看《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把「神就是灵」这一点要弄清楚。第4

章，第21节读起,这是耶稣跟撒马利亚婦人讲到圣灵要来的这个问题。

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耶稣讲的话不是单单对这个妇人，

是对我们所有的人，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人，都要相信耶稣所说：“你

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再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耶

稣所说的这个「父」，就是父神的灵，在旧约里头是称「主耶和华的

灵」，或者说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到新约，就称「圣灵、基督

的灵、耶稣的灵」，都是圣灵。不能說有好多个灵,因为神是灵，祂

是圣灵，祂是基督的灵。比如说，我们会说是「爱的灵、焚烧的灵」，

都是圣灵各方面的工作。22节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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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知道，”耶稣因为父在祂的里面，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

就是五旬节还没有来到。五旬节之后圣灵才降下来，住在所有相信被

圣灵充满的人的里面。耶稣没有升天之前，父神的灵只是在祂身上，

充满着祂，而且藉着祂来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这都是神的灵在

祂的身上做的。 

祂有一次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到赶鬼的事，那些人以为祂是靠着鬼王别

西卜在赶鬼。耶稣就说：“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是在祂

身上父神的灵，“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

了。”(太12:27) 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祂把神的灵跟神的国连在一

起。「神的国」主要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彰显祂的权柄、祂的能力、

祂的智慧和祂的丰富的地方。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神的能力彰

显出来、神的智慧彰显，完全是圣灵，神的灵所做的。 

 

藉着圣灵成全神的律法 

这里，耶稣所讲第21节说：“你要信我”，祂说：“时候将到，”23

节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时候，编者注）你说来

了没有呢？五旬节还没有来，但是耶稣来了就是那个时代。所以这个

「时候」，应该是翻做「一个时代」，一个旧约的时代，一个新约的

时代，耶稣来了，就是把新约的时代带来了。可是为什么祂说「将到」，

因为新约的内容和新约的实际就是圣灵，神的灵为了充满我们，神的

灵会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会成为我们的生命，神的灵会成为我们

遵行祂律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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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神的灵，如果我们不会依靠神的灵，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

这是耶稣所说的登山宝训、生命之道，人做不到。但是，耶稣说：“我

来了，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 祂说的「我」，是祂

来救赎人类，死而复活，升天，祂把圣灵这样赐下来，再藉着圣灵住

在信的人里面，那么这些人渐渐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的就能够

成全神的律法。 

成全神的律法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耶

稣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律法。比如保罗说「爱」，

如果爱,我们就成全了律法。那么耶稣就是爱。当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就是祂的灵充满我们越来越多的时候，以至于到

一个地步，我们不再靠自己，完全靠圣灵。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爱

那个不可爱的，或者说，我们就能够爱仇敌。 

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你说谁能够爱仇敌？只有耶稣。

祂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那些把祂钉死的人祷告。祂为他们祷告，

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爱，爱

仇敌的爱，只有耶稣有这种爱，只有耶稣藉着圣灵有这种爱！ 

祂为什么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祂的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要成为我

们的生命，要从我们的身上要活出来。这个活出来最主要的特征就是

爱。当然，也有圣洁、谦卑、柔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爱，这是爱仇

敌的爱，只有耶稣祂才能够做到。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那章

圣经是「爱篇」，我们有的人也会背，也有以此编成诗歌的。“爱是

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我们都会背,可是能够做到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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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不到，但是耶稣来了，我们就能够做到! 

 

在灵里面敬拜 

耶稣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爱的生命，这个就必须要

有圣灵。因为神是灵，祂如果要进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

和我们连结起来，只有在圣灵里才能够成就。所以耶稣在23节他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因为

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祂所谓的「心灵」，就是在灵里面，真正拜父的乃是在灵里面。而这

「灵」，就是圣灵来了，然后住在我们的里面，带着我们的灵或者说

教导我们的灵怎么样来拜祂：我们需要先与神这样联合，祂的灵来住

在我们的里面，和我们的灵就连结起来，然后祂带着我们。这就是耶

稣说在灵里面敬拜。 

約4:24，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神是个灵」那个小字里头“或无「个」

字”。意思说：神就是灵，神就是圣灵；“所以拜祂的必须要用心灵

和诚实拜，”---所以拜祂的必须要在灵里。这个「用心灵」翻的不

准确，不是说我们很诚实的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耶稣说的比这个更

深一点的意思就是，神是灵，祂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和祂连结起

来，这个时候我们来拜神，那才是神所要的。 

前面说过，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祂。「要」，原文有「寻找」的意

思,好像今天神还在寻找：你们有多少人是在灵里面来拜我的，就是

我的灵跟你们的灵这样连结起来。---祂在寻找，在看。我相信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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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看到的，也许好多人还是在外在的宗教形式里头，虽然有的是很

诚恳的，但是在宗教形式里，是在律法的里面,是在旧约的时代。 

 

认识主與认识基督 

耶稣说：“时候将到，已经就是了，”这个「已经就是了」，是指着

五旬节。因为从神那里说，时间是一样的--昨日就是今日，今日就是

昨日。祂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将到」就着人来说，因为五

旬节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讲这些话，多半都是祂在耶路撒冷，被

钉十字架的前一个礼拜，特别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这些话、这些事情，

都是发生在耶稣被钉的前一个礼拜里面。 

所以祂是很快乐，因为祂知道，祂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就复活。然后40

天向门徒们显现，祂就吩咐门徒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还

要等候我跟你们所说过的，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这里，我们只要记

得：神就是灵。我们讲这个认识圣经里面的圣灵，就是认识神祂是灵。

当然神也是我们的阿爸父，那是特别重在神的爱，神对我们的爱这个

方面。 

讲到要「认识主」，是特别指着我们让圣灵来管理、让圣灵住在我们

的里面做我们的主，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主，就是「认识主」的意思。 

要说「认识基督」的话，就更深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

体的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的里面；我

们的罪得着赦免，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儿子的名份，是在基督的

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也是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特别说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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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活在神的救恩里面，在圣灵里面来经历神的作为，来享受得着神的

救恩。我不是一两一句话就能把它都说完，我只能把这里面的意义，

我能够给你们发表的，我就发表出来。 

我说我们认识圣经中的圣灵，就是认识神，祂是灵。认识神是灵，那

我们就比较容易，我们跟神就发生关系。如果我们认识神祂是灵，而

我们能够信圣经所说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灵，我们很容易就与主连

结。 

比如，耶稣在这里要说到拜神，要在灵里面，要在心灵里面，没有一

个地方比灵里面更深更近了。当我们说到神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在

我们的灵里面，就是在我们最深处，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一讲到祂

是灵你就很容易跟祂连结，而且很容易能够进深。 

我们讲到认识圣经里面的圣灵，就是讲到神在灵里面,藉着圣灵在我

们生命中所做的工作，给我们的带领。比如约翰讲到神的灵在我们的

里面，他说，这是恩膏，“在你们里面的恩膏在凡事上会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約壹 2:27)。所以一讲到神是灵，观念多

半是神做工，是神与人类发生关系。譬如说到神的灵的运作、运行、

作工。比如创世记第一章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神在运行，祂作工的时候，祂

就是以灵来运作。 

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有着非常有限的智慧、理性，我们所能够明白的

非常的有限。因为祂太伟大了，祂实在是使无变有，祂会叫做死人复

活，这个世界都是祂所创造的，原来是没有的。保罗说，我们怎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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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神，你看这些世界的万物都是祂所创造的，从此我们才知道。你

想想看，我们要想完全能够了解祂真是不容易。可是圣经所说的我们

都可以相信，我们必须从圣经开始，这就是我常常说的，我们要与圣

经连结。 

我们以往在各个教会里头所领受的，要记得，虽然有一些是讲圣经，

可是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地步可以分辨这个是出于人的，那个是出于神

的，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慢慢的,当我们得到了神的灵，被神的

灵充满的时候，跟神的灵发生连结、发生关系越来越深的时候，那个

时候，好多事情都是神的灵教导我们，祂都会开启我们。 

 

「拜神」是與神亲密的意思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或者说没有领受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

跟神没有办法发生关系，除了在我们的理性里面，从圣经的字面上去

有一点了解之外，我们无法与神连结，无法经历神祂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位神。还有一些深奥的事，只有圣灵的启示才能够明白。这就是耶

稣说的「拜神」，这个「拜」是有「亲密」的意思。 

我上个礼拜有提到过，「亲密的意思」好像主人跟狗，宠物、或者猫

是一样的亲密,有狗舔主人的手这个味道,意思就是非常亲密。很多人

养狗、猫，狗猫都是小动物，都是下等的动物，可是主人就是有时候

喜欢它，可以带着它睡觉在一个床上；还有，让它来舔手，这是亲密

的意思。 

这里所说的「拜」，也有「俯服敬拜」的意思，也有俯服在神面前，



	   1
2	  

趴在地上来敬拜神，可是也有与神亲密的意思。这「拜神」因为在灵

里面就不受到形式的限制，我们外面的拜一定有一定形式，一定要跪

下来，或者怎样。耶稣跟撒马利亚妇人，他讲到撒马利亚人他们拜神

是要到山上去，因为他们相信那山是祝福的山，到了山上就得到神的

祝福；犹太人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拜神，他们觉得神是在殿里

面。 

可是耶稣说，一个时代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新约的时

代，就是神的灵要来了，这个时候祂就跟他们直接说到神的灵。在五

旬节没有来之前，耶稣讲到「父神」的时候，或者是在祂里面的父神

的灵的时候，祂只能够给他们讲「父」。祂讲「父」有另外一个很重

要的意思就是：祂是神出来的。祂常常说：“我是从上头来的”耶穌

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

我不是屬這世界的。(約8:23) ，祂说到要去的时候，祂说：“要到父

那里去，要回到父那里去”。因为祂是道成肉身，就是说神化成肉身

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祂说:“我是从神来的”。 

 

为什么要接受圣灵 

就祂和我们的关系来说，祂是我们的救主，祂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在

圣灵中就能够享受到。这就是为什么祂死了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们

显现。当初门徒们都信不来，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多次多方的向他

们显现，要他们相信，后来他们就相信了。相信了还不够，耶稣还要

叫他们接受圣灵。要他们接受圣灵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不但复

活了，有一天要在圣灵里面来，要活在他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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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信的迟钝,就是不再相信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些领受了

灵恩的弟兄和姐妹，只知道追求恩赐、能力、病得医治。可是却不知

道，这一位复活的主、叫死人复活的主、使无变有的主就在他们的里

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就在你里面。你如果还不够有这

样一种的经历、信心的话，就是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而且你要被神

的话来充满。你不但是要读圣经，你还要把神的话读到你里面去，要

吃下去。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是有能力的。希伯来

书第4章12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大有工效的。”」 

为什么有人说圣经不过是些字句？很简单,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我

在信主的头十几年，开始的时候我很热心，天天去聚会，所有教会的

什么活动我都参加，祷告会、查经、有时候到街头布道，我都参加。

可是你知道吗？到了后来就觉得很累、很疲倦没有能力。最主要的就

是，我发现我的脾气没有改变，还是很急躁，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

那里面就是骄傲，说不出来的骄傲、自义，总是觉得我是对，别人都

是错的。后来我发现，我一定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信耶稣信了十几年，

怎么还是这样？我没有那个能力控制我的脾气，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去

对人好。 

等到我被圣灵充满,那是我信主17年之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没有

太注重那些恩赐，虽然当初我也经历了说方言、翻方言，还有师母也

会翻方言，我们家里面也有一些神迹奇事、病得医治。我们没有太注

重这一切，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祂活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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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灵充满, 荣光越来越大 

我记得我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星期天，主日轮到我到去讲道，那时候

我们的教会有好几个分堂，轮到我去那个教会讲道。那一天去讲道的

时候，我好激动、好兴奋，不可思议，我几乎要从讲台上我要跳下来。

好像要抱着弟兄姐妹，我就说：“你知道吗？基督就活在你的里面！”

那个时候我是因为被圣灵充满了，可是那些弟兄姐妹看着我没有什么

反应，反而觉得怎么搞得，这个人今天怎么回事，不太正常。果然后

来他们就去报告给长老，长老一开会就说这个人不能再给他讲道了。 

可是你知道吗？我那个喜乐，我被圣灵充满的头3个月，我这个人好

像天天在云上，不是在地上，我在云上。然后我就渐渐的改变了,开

始的时候發脾气没那么快，慢慢的,话没有那么多,這就是神的那个能

力就在我的里面。渐渐的,我就体会到保罗所说的那句话，他说：“现

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弟兄姐妹你要记住，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你一定要相信！你越是相信，你就越有能力！当然，你要有能力，就

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灵，神

就是能力，祂是叫人复活的，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祂就是能力！

在祂无所不能！我们越被他充满，那个能力就越大。所以耶稣就说神

就是灵，你们要拜祂必须要认识祂的灵，必须要接受祂的灵。 

哥林多后书第3章里说的很清楚---神就圣灵，圣灵就是神。我们讲到

圣灵的时候，不是讲到什么神以外的什么事情。哥林多後书3章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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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这是使徒保罗讲到，

也是讲到新约的时代，就是讲到旧约的事奉跟新约的事奉的差别。旧

约的事奉是有荣光的，新约的事奉荣光更大；旧约的事奉的荣光是会

过去的，新约的事奉的荣光是不会过去的，而且会越来越大。为什么？

因为新约就是关于基督的灵，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是越来

越荣耀，这个荣光会越来越大。你仔细的好好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节，

多有一点默想，多有一点祷告。 

我要注重谈到的是第17节这句话，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

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保罗在这里讲「主」，我们经常说主耶稣，

主就是那灵，主就是圣灵。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让主的灵来做主，那一定会自由,一定会

病得医治、罪恶得到释放、捆绑得到释放、平安喜乐就来了；你不能

胜过的，你如果让主的灵在你的里面、在你的身上做主掌权的话，你

渐渐就能够做到了。 

你不但能够做到，而且你就被改变，这个就是18节所说的。我简单的

读一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个「敞着

脸」就是被圣灵充满，心完全向主打开，圣灵就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

们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耶稣好宝贵、好可爱、好荣耀，这就

是我们得见主的荣光。 

当你常常这样在灵里面得到圣灵的启示、看到主的形象，你就自然被

改变，被影响了，这个影响就是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荣耀加

上荣耀，越来越荣耀的意思。那就是说，「如同从主的灵变的」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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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变的，就是圣灵变的。为什么他这里说主的灵，就是你让圣灵来

作主，这就是主的灵的意思。 

 

让圣灵来作主, 就会被改变 

如果你让圣灵在你的身上作祂所要做的，但是我们的顺服很重要---

我们的配合，我们的接受。保罗说，如果你们顺从圣灵而行，就不属

于肉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让圣灵来作主，肉体当然不能够做主了。

就是说，我们把主权让给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被改变。因为圣灵来

就是要改变，圣灵来是要叫我们成圣，不是单单叫我们得着一点恩赐，

得着一些能力，圣灵来是叫我们成圣。我常常说这句话，英文就说：

The Holy Spirit comes to make us holy。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

但是祂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圣，“成圣”就是像耶稣像神的意思。 

今天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对圣灵的观念，一定要像圣经所说

的，像耶稣所说的,神就是灵，神就是圣灵，圣灵就是神。保罗说的，

主就是灵，灵就是主。当我们让灵来掌权的时候，祂就是主。圣经里

面用主、神，都是有意思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无所不能的。 

「主」是主人的意思。我们好多基督徒，都说「主啊，主耶穌啊」，

好多时候说「主啊」，不是祂做主,是我们做主。所以耶稣才这样说，

在马太福音第7章，祂说不是口头上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神的国；

在路加福音祂讲，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我说的话你们却不去

做呢？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纔能進去。 (太 7:21) 

所以，圣经这么称呼祂，有其意思，我们的领会也要领会的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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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习惯：“主耶稣，主耶稣”。当耶稣来做我们的主的时候，祂才

是主耶稣。如果耶稣还没有做我们的主，对我们来说祂还不是主。耶

稣要么是你的主，要么你是做主的。当然我们如果没让祂做主，就当

然是我们在做主。 

 

圣灵充满,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 

我们要认识圣灵。既然我们知道神就是灵，主耶稣就是那灵，所以，

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被神充满，就是被主充

满，也可以说就是被主耶稣来充满。所以在灵的里面，我们说主、神、

父、子，都是一位。我一再的说神不能分，神只有一位，在祂以外再

也没有神。 

但是我们这些不认识神，或者只是在字句里面这样来领会、来钻牛角

尖的话，你就会把神分开了，不知不觉。你看我们这个小小的人，被

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么渺小，有时候我们真是自高自大。我们那

么渺小的，怎么来认识神？竟然还把神分开，分析的那么清楚？ 

我们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来，简单的就这样相信。神只有一位，祂是我

们的阿爸父，祂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祂也是我们里面的圣灵，赐生

命的能力的圣灵。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样就可以。 

再看约翰福音第7章，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受圣灵。约翰福音7：37节「节

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

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如果我们停在这里，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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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人能够懂。就好像耶稣当初在地上讲说，

祂的肉是可吃的，祂的血是可喝的。但是犹太人听了以后，就说这个

人怎么能够把祂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就跟他们说，我跟你们讲的话

是灵、是生命，我讲的是属灵的意思，是要你得着生命。他们不懂。 

今天我们好多信耶稣的人，我就问说，耶稣说：“信我的人要他的腹

中流出活水江河”，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上课的弟兄姐妹都是信耶稣，

那我问你，你里面有没有活水的江河？我相信你们如果还没有被圣灵

充满的话，你们都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很自然的。39节「耶稣

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

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懂得耶稣的话，所以约翰记载的耶稣所讲

的话，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八十，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下来，都是

约翰记下来的。就是连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最后向着父神的祷告，就

是约翰福音17章，别的福音书没有的，只有约翰福音这里有。这也是

说明约翰他跟着耶稣，耶稣祷告他跟在旁边，耶稣在祷告他就在记录。

因为他知道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玛丽亚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主的道，也是跟约翰这样懂得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 

约翰就加上一个注解，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那

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耶稣还没有得

着荣耀就是祂还没有死、复活、升天。但是他指出来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耶稣这话指着信的祂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你为什么里面没有活水

的江河？就是因为你是信了祂，还没有领受祂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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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受圣灵的教導 

这个受圣灵，就是得到的意思。主把祂的灵赐给我们，你领受了，你

得到了。好像人给你一个礼物你拿到了，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受」的

意思---你拿到了。 

耶稣所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且祂还说，

是如经上所说。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好多地方都讲到，

弥塞亚要来，圣灵要来怎样怎样...所以耶稣就说，如经上所说的（指

的是旧约圣经里关于圣灵的记载 ，编者注）。 

所以，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有活水江河

流出来。你问问看，今天好多信耶稣的人里面都还没有活水的江河。

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信了耶稣，没有受圣灵，没有得着。这个「受」

包含的是：被圣灵充满，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膏抹--

都包含在这个「受圣灵」。就是你得到圣灵以后，你才会有这些的经

历。 

所以我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要受圣灵。如果你不受圣灵，你

就是没有那活水的江河，就是你到有一天你会枯干，你可以靠着自己

的热心、自己的肉体来发热心来事奉，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

甚至于你可以讲道。可是你如果没有受圣灵，没有得着圣灵的充满的

话，你到有一天你会枯干、会疲倦、你会放弃，甚至会犯罪。所以我

就说，信耶稣的人必须要受圣灵。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9章，看完了我就跟你们大家一起来祷告。19章就

是保罗到以弗所去。我们从第1节读到1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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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注意，下面是发生在以

弗所的教会。「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不是很多人，就是几个门徒「问

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

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到了以弗所，就这样问他们。每一个基督

徒都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不然，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转变，你没有那个

得胜的能力，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你就是得不着福音的好处。你必

须要有圣灵！ 

所以保罗跟约翰的解释是一样的口吻。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

有？他们回答说的没有，是因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是说，他们

没有这个教导，没有人告诉他们说圣灵来了。 

下面他就说，13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

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

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约翰自己也说，在马太福音3章11-12节，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

在我以后来的，祂的能力比我更大，祂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们（约翰和保罗，编者注）传的都是一致的，因为是耶稣教导的，

是从神来的。他说，约翰施的是悔改的洗，是叫你们信在那以后所要

来的。 

徒19:5「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要记得，「听见这话」

不是这一句话。保罗就跟他们讲，施洗约翰的洗是水的洗，是叫你们

悔改，主耶稣要来，祂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讲的应该是跟

施洗约翰讲的是一样的。所以第5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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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受洗。」这是包括圣灵的洗，或者说就是受圣灵的洗。 

 

信耶稣要受圣灵 

徒19：6「保罗就按手在他们手头，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

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这里是说到，信耶稣要受圣灵。

要受圣灵就必须有人把圣灵的真理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受圣灵，正

如我前面讲了那么多为什么要受圣灵，当然我是从圣经开始这样讲起。 

这里是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受圣灵的方式。在圣经里面，这里，保

罗是很清楚，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先把关于圣灵的真理给他们讲

清楚:你受水洗是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你受圣灵的洗，是耶稣用

圣灵给你施洗，是叫你得生命、得能力。这一类的话他讲完以后，马

上他们就接受了，奉耶稣的名受洗，就领受了。他们先从信心里面领

受神的话，然后保罗就给他们按手祷告，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

们就说方言、说预言，人不多，只有12个人。 

另外一种就是在使徒行传10章44节，	   这是彼得在外邦人哥尼流家里

讲道的时候。因为哥尼流先看到异象说你要去请某某人来，住在什么

地方，他就打发人去把彼得请来，说他们要听神的道。 

徒10:44节这里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就是他还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那一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

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是神将圣灵赐给他们，圣灵

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稀奇外邦人也得着这样的恩赐。「因为听

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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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

施洗。」 

这是另外一种，就是当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了，就降在

他们的身上。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在讲道的时候人底下就

受感动就流泪，身上就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也有的人告诉我说，他看

我的书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有圣灵触摸，他就会被圣灵充满。也有的

人，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夜里睡觉的时候，睡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被

圣灵充满。 

五旬节那一天，120个人，使徒行传第2章，他们就是等候，等了10

天，忽然听到有响声，好像有一些的现象，然后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并且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舌头发出另外一

种的声音，没有人按手。 

所以不一定要有人按手，因为圣经说，圣灵是随着祂自己的意思，把

恩赐分给人，把圣灵这样浇灌在人的身上。随着是祂自己的意思：任

何时候祂要做就做。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要（圣灵），

我们如果不要，而是怀疑，排斥，祂就不会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愿

意，我们要要（圣灵）。 

 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要和神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祂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住在祂的里面，祂可

以成为我们的能力，祂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明白了这一些圣灵

的作为，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怎能不要，当然要。但是我们要顺

服，要让圣灵来做主，主的灵在哪里做主，那里就可以得自由,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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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医治！ 

 

无穷喜乐的原因 

所以我就是这样，当我那一天这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整个人完全变

了。我从来没有那么的喜乐，而且一直到现在。真的是主耶稣说，“我

赐给你们的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取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神的

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罗马书14

章17节所说的。因为这喜乐是在圣灵中的，这个平安也是在圣灵中的，

这个爱也神是在圣灵中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这是我们无穷喜乐的原

因。所以，我这是被圣灵充满50多年到现在，是越来越喜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我必须要说。现在是末后的时代，世界的末

日快要来了，主快要来了，种种的现象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其

中有一个现象你要注意，就是教会要被逼迫，教会被逼迫的越多，你

要记得，主来的日子就越近了。另外一个，教会被逼迫的原因就是，

要扩大，教会要成长，因为教会很多的时候成长都是在逼迫中。所以

我们不要怕被逼迫，要被圣灵充满，要相信，神是统管万有的，祂是

无所不能的。当我们被祂的灵充满的时候，不但我们个人的问题被祂

解决了，我告诉你，无论家庭、教会还有这个国家的问题，神都会进

去解决的。 

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几分钟，我要带你们里一起祷告。感谢主！

这个时候，你们在座的人，你们已经被圣灵充满的，如果心里有感动，

你就可以给你周围的人按手，可以把你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头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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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照着你圣灵的的感动。有的人需要按手，有的人不需要按手。

我们就像以弗所那12个人，听了保罗的话以后，他们就这样领受了，

然后保罗一祷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主！ 

主说的，如今就是这个时候了，五旬节已经来到了，而且这圣灵是父

神应许给每一个祂的儿女的，为什么？因为神不但愿意我们重生得救，

祂更愿意祂的生命就像活水一样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叫我们得解

干渴，也叫别人也可以解干渴。这就是圣灵充满所带来的意义。 

祷告: 

主我感谢你，你把圣灵要赐给我，主你就是灵，你自己要来充满我！

主耶稣我今天听到了一个真理，我真的是要敞开我的心，我要举起我

的双手，主现在就来充满我！现在就来充满我！哈利路亚！我接受你

说的，信耶稣的人要受圣灵，我要接受你的圣灵，我现在就来接受。

哈利路亚！赞美主！充满我！哈利路亚！主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

我欢迎你进入我里面，我欢迎你来充满我，我欢迎你来做我的主，赞

美主！谢谢主，哈利路亚！ 

然后你要开口，如果有感动你就说方言，你就开口说出来。重要的是

你领受这位灵，你领受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进到你的里面。赞美主！你

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只想到:耶稣复活的主祂来，祂在圣灵中祂

要来充满你，祂要住在你的里面!你放胆的开口，就是说圣灵感动你

要说的话，这个时候神的灵已经降下来，真的是无所不在。神说在末

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凡愿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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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来浇灌!都要来充满!无论你今天在那里，祂就是要来浇灌，要来

充满。不管你在美国、加拿大，或者是台湾、内地。哈利路亚!谢谢

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 

 

唱诗歌: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牧师： 

接受，在信心中，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你所看不见的，我们可以用我

们的心，特别是我们的信心来接受。 

 

禱告:主啊来充满，主啊来浇灌，哈利路亚！主你来，你来膏抹每一

个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末后的时代，你说你要将圣灵浇

灌。是你要的，是你要祝福你的儿女的。无论在哪里，那些缺少能力

的，那些软弱的、枯干的，甚至于有疾病的，或者有什么罪恶的捆绑，

嗜好的捆绑，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得到释放的，主你的灵来充满。主，

因为你的话是说，只有膏油才能够来挣断仇敌的轭，那些捆绑的弟兄

姐妹的，主你的灵来释放，因为你说你的灵在这里来作工、作主的时

候，我们的就得以自由。今天晚上我们上课的弟兄姐妹，都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因为你是释放我们的主，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是叫我们

得自由的主！哈利路亚！ 

你要大声的这样的宣告，然后那个得胜的灵，就会进到你的里面。主

耶稣进来，得胜的主进到你的里面，祂就会率领你在祂里面常常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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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诗歌:得胜得胜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

督已经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