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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圣经中的圣灵&跟随圣灵（七）  

                2018 年 3 月 16 日  周五班  
 
主耶稣说，祂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主而设立的，为了预表祂，为了见证祂

而设立的。不是说这个日子会帶给我们安息，乃是这位安息日的主，祂赐给我们

安息；也不是我们里面就有平安，没有主的人，他里面没有平安。但是，我们有

这位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的主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平安之王」。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讲到，祂

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和平的君，应译作「和平之王」（Prince of peace）。
新约保罗书信中，常常会看到赐平安的神，译作「平安之神」——祂就是平安，

祂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有平安。在旧约的节期、日子都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各

样属灵的福气。 
 
想到主在你里面  
所以，来上课的时候，你坐下来，或者你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或者好几位，

就要想到主在你里面，这位赐平安的主就在你里面。这是我们 JMI网校上课的
特点，就是先要来与主连结。因为大卫说，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意思是说，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内心的平安、喜乐、爱、内在的医治、释放，或者身

体上疾病的医治，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主用的方法，往往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祂要求于我们的，就是简单的信心，相

信祂的话,祂的话永远安定在天。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太 24:35）。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 我们对神的话，信得越多，我们就越得
着神所应许的。信心是一把钥匙，是一个秘诀，是我们蒙神恩典的秘诀。与主连

结的秘诀，就是相信。相信，不是迷信，乃是真正相信。圣经的话是经过几千年

的考验，因为是神的话，所以是可信的、是可靠的。保罗说是十分可佩服的，意

思是说，值得我们完全信服、相信、接受，而服下来，这样我们就能蒙福。所以，

我们先来与这位安息日的主连结，与这位赐平安的神连结。 
 
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歌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得更具体，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基督是平安

之王，祂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让祂作主，我们就有平安。不要让许多从人来

的、从世界来的、从魔鬼来的（在你们心里做主，编者注），譬如惧怕，那是从

魔鬼来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要叫人怕。我们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怕鬼。牠的诡计

叫人怕，怕这个、怕那个；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事，我们在那里怕人这样看，怕

人那样看，怕我做错了；有时候我们甚至认为「怕」是好的。所有的惧怕都是从

魔鬼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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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编者注）只有一个怕，或者说敬畏，其实不是怕，乃是敬畏——就

是敬畏神，怕得罪神。这个怕不是魔鬼诡计的怕，是一种敬畏，唯恐得罪神，唯

恐神不喜悦,这是敬畏，一种敬虔的心态。不要让惧怕作主，不要让忧虑作主。
忧虑，是天然人、自然人所有的。不要让忧虑来控制你，人很容易被惧怕控制。 
 
譬如我上一个星期，接到一位姐妹的见证。她说五十多年了，一直活在怕的里面,
怕这个，怕那个。感谢主，她是新的学员，上完第一次的课，就得释放，她就从

惧怕里出来了，因为她相信神的话。譬如我说：“主就在你里面”。她就相信了。

如果你信神的话，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可 9:23），在人看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太 19:26）信的人，就是信神的人，他凡事都能。 
 
上课不是单单领受圣经的知识，关于某某人的事的知识。知识不能救我们，有时

候知识反而害我们。圣经上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一个人知识多，很容易受到

欺骗，他以为什么都有了，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其实，按圣经所说的：按着他该

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好多我们该知道的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不要说天上

的事，就是地上的事，好多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参考林前 8:2）。
譬如我们行事为人，处理人际关系，好多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 
 
所以圣经的话，那么宝贵。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觉得圣经的话越来越宝贵，是

实在的。因为我们经历了，我在这世界上活了几十年，从阅历和经历还有各个（生

活）方面（来看），就觉得圣经的话真是可信可靠的。我们吃亏就是吃亏在我们

信不来。如果你信基督就在你里面，你以后就会不一样，你的生活、行事为人就

不一样了。你如果现在信，就不一样了——你里面就活起来，就开始有能力。 
 
圣灵是神恩典的执行者  
为什么要讲圣灵呢？因为，只有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只有神的灵会赐生命

给我们，赐能力、爱心、聪明、智慧给我们；所有我们所求的好处，都在圣灵里

面给了我们。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圣灵，叫作「施恩的灵」。施恩的灵的意思是神所有的恩

典，所有的一切好处都是藉着圣灵传达给我们，或者说临到我们身上。祂是施恩

的灵，祂是将神的恩典落实在我们身上，是神恩典的执行者。让我们能经历神的

恩典，都是在圣灵里的经历。如果没有圣灵，就不可能得到，而我们只是在理性

上单单相信祂，遇到考验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譬如你在苦难中，不可能快

乐，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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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人的脾气多么不容易控制，没有人有办法控制他的脾气。但是, 如果你被
圣灵充满，让圣灵在你里面作主，你脾气就会越来越少，到后来脾气就变得没有

了，反而能够谦卑。这都是圣经的真理，也都是神要我们得着的，也是圣灵要带

领我们进入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到，“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祂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
切的真理”。简单的说，圣灵来了，是把我们带到圣经所有的一切真理里面，譬
如主耶稣的死、复活、祂宝血的功效、祂怎么向我们显现,这是圣灵来了，才带
领我们进入。换句话说，像今天有好多的传统教会，他们不提圣灵，不讲圣灵，

也不敢传讲圣灵，他们不讲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这经历，也缺乏圣经上所

说的知识。有了知识，没有实际、没有经历，仍然是停留在理性里，没有进入到

属灵的实际里；（属灵实际和理性相信，编者注）这两个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常常说的两句话，理性的领域，还有属灵的领域，或者圣灵的领域。这是两个

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出于人的，一个是出于神的；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

见的；一个是虚妄的，一个是真实的。照着圣经的说法，人的所有的思想都是虚

妄的，都是虚空的。（参诗 94:11） 
 
复活的主活在我里面  
早上我起来，这首诗歌就来了。这首诗歌的题目很简单，就是说到：主活，主活

着。有的地方翻译成「祂活」。我们的诗歌本里，是翻译为《我奉一位复活的主》。

我特别喜欢它的副歌。 
 
［副歌］ 
主活，主活，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 
主活，主活，赐人得救洪恩，你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 
 
英文是，問我如何確知主活? 今主活在我心。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 He lives within my heart.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主就活在你里面！复活的主，就在你里面！当我讲主就在你

里面的时候，我不是讲钉十字架上的主，我是讲复活的主就在你里面，祂今天就

在你里面！ 
 
唱诗歌 :  《我奉一位复活的主》 
主活，主活，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 
主活，主活，赐人得救洪恩，你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 
He lives, He lives, Christ Jesus lives today,  
He walks with me, and talks with me alone life narrow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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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lives He lives, salvation to impart,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 He lives in my heart. 
 
常常想起主就活在你心里，就可以唱，不要等到复活节的时候才唱。 
也许有的教会复活节才讲耶稣复活，我告诉你，我们天天都要说耶稣复活，我们

应该天天活在复活节的里面！对于我们这些真正信主的，相信圣经所说的人来说，

我们不需要等到一年过一次复活节，我们天天都在过复活节，因为祂活在我里面！ 

 
如何知道耶穌活在我里面? 
今天你上这个课，要记得第一个信息，你要领受的就是——复活的主活在你里面！ 
下面我们就要来查考，祂怎么活在你里面？ 
 
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向门徒们显现，然后祂就升天。祂升
天之前，特别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要等候父所

应许的，就是圣灵，也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你们要等候〞（徒 1:4）。之
后还跟他们留下一句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徒 1:5）。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关于圣灵的事、圣灵的洗。在耶稣之前，施洗
约翰来，他就提到关于圣灵的洗的问题。他说他来是用水施洗，但是在他以后要

来的耶稣，祂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太 3:11）。耶稣说完话后就升天了。这些门
徒，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上了一个楼房，大家在一起祷告，很可能都在禁食祷

告，大约有一百二十个人，因为他们相信主的话，因为主耶稣特别跟他们说：“就
是我跟你们说过的，父所应许的圣灵”。他们就相信，就等候，等候了十天。 
 
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五旬节到了，「五旬」的意思是五个十，在旧约是个

节期。五十天到了，突然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徒 2:1-3）。他
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有一些表现，比如像说方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表现。那些

从各地来的犹太人，有两班。一班就是听到他们称赞神的话，相信了，圣灵就临

到他们身上；另外一班人,他们讥诮说，这些人无非是喝醉酒了（徒 2:13）。正
如今天的传统教会轻看、讥诮那些灵恩的教会，讥诮他们被圣灵充满后倒地，说

方言。这时候，彼得跟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大声说，解释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

事。他解释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耶稣复活了，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拉撒勒耶

稣复活了，活在他们（门徒）里面。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 因为彼得说，
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參徒 2:32) 这些人大有能力，胆量也很大。不像以
前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都吓跑，都怕自己被连累。如今大大起来作见证，因

为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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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主怎么进到我们里面呢？乃是祂把祂的灵赐给我们，祂将祂的灵浇灌、充

满我们。用施洗约翰的话来说，就是祂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或者施浸，意思是祂

把圣灵赐给我们，并且要把我们浸透在祂里面，也就是得着祂的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的意思。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才能得着祂，

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得

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祂怎样叫我们得着？因祂活在我们里面。 
 
查考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就是要追求,让祂活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多，而我们得着的生命也就越来越
丰盛。今天要查考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就是

主耶稣讲到圣灵最多，记载最多的地方。 
 
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六至二十节，是主耶稣讲到圣灵最重要的一段。虽然这段经文

很多人很熟，但越熟悉的经文越要留心的读。我们往往因为熟悉了，就带过去了。

要知道圣经是丰富无穷的，我因为这五十多年被圣灵充满以后，读经就觉得不一

样，因为神赐圣灵是无限量的。换一句话说，在圣灵里面我们所得着关于圣经的

启示、亮光也是无限量的。同样的一节经文，我的领会慢慢地越来越进步的时候，

就会觉得不一样，而且还有更多的意思在其中。我特别提醒你们这些圣经比较熟

的弟兄和姐妹，你越熟悉的經文，越要留心，因为你的熟悉是在理性里面，是你

所知道的，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真理的圣灵要来，使我们明白，要带我们进入。

你要特别的注意，如果你觉得你都知道、明白、熟悉，反而拦阻真理的圣灵来引

导你明白。 
 
十六节到二十节。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
慰师”。下同。)”，当我们读到保惠师的时候，祂也可以翻作「训慰师」。“叫祂
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来要与我们同在的是永远的。 
然后主耶稣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
祂；你们”，指信的人，像约翰和门徒，他们这些信的人。“你们却认识祂”，他
们的认识，不是因为看见，乃是因为相信，也经历了。 
 
“因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
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 ，“不多的时候，”
就是圣灵来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肉身的耶稣」，因為耶穌已复活已经升天了，

世人就看不见祂。 “你们却看见我” ，就是你们在圣灵里就能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祂复活了。 “你们也要活着〞，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
能够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子。“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约 14: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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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来了以后，祂与我们同在，也住在我们里面。“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

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約 14:17 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二十节，主耶稣說:〝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
也在你們裏面〞。就是圣灵来了以后，我们就在圣灵里面与父、子、圣灵合而

为一。这就是主耶稣祂说，你受了圣灵的那一天，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

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所以，当耶稣讲到父的时候，祂当然是讲父神，或者说父神的灵。在十四章前面

一大段，耶稣讲到父就在祂里面，就是父神的灵在祂里面，但是门徒们还不能领

会，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叫腓力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把父显给我们看一看，我

们就知足了。”耶稣就说，我就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

了。难道你们不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你也该因为我所行的神迹，要相信。因

为这些事不是我能够行的，乃是父神所能够作的，只有神才能够行的出来。（参

考约 14:8-12） 
 
在十四章前面有这么一句说，我所作的事，是父神藉着耶稣所作的。祂说：“我
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约 14:12）。这就是十四
章前面十一节那里说，〝你们当信我〞，就是信父就在祂里面。“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信我所做的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们” ，十二节，注意：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约 14:11-12） 
 
「信我」，就是信祂所说的：父神就在祂里面，祂也在父神的里面。如果说要应

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你信复活的主，那位无所不能的神，这位父神祂住在你里

面。你若果能够这样信，你就没有不能做的事，甚至于你如果相信圣灵能够作更

大的事，你就会看见更大的事。譬如我这一生，凭我自己我不可能这样的经历神，

有这样的事工，都是因为我相信神能够作，祂知道如何带领，祂必须照着祂的旨

意做，祂是无所不能的神。当我们相信这位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

你就没有难成的事！ 
 
 
 
 
 
不接受圣灵的原因  
 
主耶稣这样教导门徒，门徒就这样听，因为他们还没有得着圣灵的洗，圣灵还没

有来，还没有浇灌下来。所以耶稣接着讲到十七节的时候，祂说：〝真理的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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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人不能接受。〞好多人信不来，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看不见祂。另外一个

就是不认识祂。今天好多人不接受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

原因。第一是，圣灵是看不见的，你说要我接受圣灵，在哪里接受啊？圣灵充满

我，祂怎么充满我？在哪里啊？第二是不认识祂。不认识圣经中所说的圣灵。这

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课，就是「认识圣经中的圣灵」。所以我,特别要把耶稣

所讲的关于圣灵的内容告诉你们，好让你们能够相信。 
 
耶稣讲到这一段经文，祂讲到圣灵的时候，祂用一个代名词来介绍，说明圣灵是

谁。第四章二十四节，我前两周的課都已经说过，耶稣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灵”
（约 4:24），祂所说的父就是灵。祂说父在祂里面，就是灵，神是圣灵，圣灵就
在祂的里面。这里告诉我们，祂说圣灵是看不见的。世人所以不能接受，这里的

“世人”不是单指非基督徒，也包括基督徒在内——还有好多基督徒没有接受圣

灵的充满，或者说没有接受耶稣所说的圣灵的洗。来网校上课的弟兄姐妹，我必

须把圣经中所说的圣灵，尤其是主耶稣所讲的关于圣灵告诉你们，好叫你们能够

放心地接受，可以得着在圣灵里，也就是在基督里，神要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福

气。 
 
圣灵从哪里来  
十六节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 
祂首先告诉我们，圣灵从哪里来？是从父神来的。耶稣怎么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呢？

乃是祂复活升天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说，耶稣被父神高举在右边，又

从父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在五旬节那一百二十人身上。如今祂

还继续浇灌，因为神说：“在这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徒 2:17）凡愿意要的，都可以被圣灵充满。在这末后的世代，神一直在做浇灌
的工作。 
 
这浇灌就是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这是父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父神应许把祂的

灵赐给所有祂的儿女。但是，今天不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接受，(很多人)对圣灵，
对所谓的灵恩有成见,被误导，于是不来追求，不去理会祂。岂不知，如果不接
受圣灵的话，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都漏掉了。（如果不接受

圣灵的洗，编者注），（那所）得着的是什么呢？是一些知识，圣灵的知识，是

在理性里。如果没有得着圣灵，没有在圣灵里，我们就什么（属灵的福气，编者

注）都没有得着。你不知道你失去的是多么大的福分。难怪，好多没有被圣灵充

满的基督徒,一直活在贫穷、软弱中，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没什么两样；甚至于还
不如某些没信耶稣的人，他们（某些不信耶稣的人）的道德、行为反而更好,就
是因为这些基督徒缺少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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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能力？没有能够影响社会、国家？是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

只是一些聚会，一些人群，一些讲解圣经的道理，所传的福音也是一些圣经的道

理，却没有把这位复活的主,首先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然后让人看到你确实不一
样——這才能够影响人的生命，能够影响人的行事为人,影响社会；借此社会的
黑暗都会慢慢的消失。 
 
耶稣讲到，第一，圣灵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我们要的是从神来的灵，我们所说的

圣灵充满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是耶稣向父神求，祂升天以后，亲自领受了圣灵，

（将圣灵）浇灌下来，是祂亲自用圣灵给我们施浸的，不是人给我们施浸。我们

所受的水浸、水洗是人施的，只有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是复活的主给施洗我们的。

直到如今，祂还在，因为末后的世代，神说，祂要将祂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

们都可以这样得着。 
 
要渴慕被圣灵充满  
有的人告诉我说，我还在讲課的时候，他的心就已经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了。你在

这个时候就可以相信，就可以接受。不需要等到我带你们祷告。在这个时候，你

就接受，可以把手举起来说：主啊！我要，我要！祢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就在那

里领受，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讲道，你就不能领受神。要随时领受，你现在就可以

领受。哈利路亚！ 
 
也许我暂时停一停，把手举起来，现在就来领受。主，我要，充满我，我相信！

你就跟主这么说，很简单的。哈利路亚！也许这时候，你已经感觉到圣灵触摸你，

也许你觉得圣灵已经降在你身上。在信心中接受，你就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你

要站起来也可以，要开口祷告也可以。不管有什么感受，就是顺服。因为耶稣来，

祂在你的身上要做荣耀的工作，祂要把祂的圣灵赐给我们，祂要用祂的灵来浇灌

我们！祂要我们浸透在圣灵里面，乃是在祂自己里面，为着要得着在祂里面一切

的丰盛！哈利路亚！ 
 
 哦，我看到好多人在跳，你欢喜你就跳跃。哦，被祂充满，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时候不要再记笔记了，你要让圣灵来充满！哈利路亚！荣耀! 
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都被圣灵充满，我感觉恩膏好强。 
哈利路亚!赞美主! 谢谢祢主。祢这又真又活的主，祢真的行走在我们当中。哈
利路亚! 赞美主! 
 
唱詩歌: 《我奉一位复活的主》［牧师唱赞美诗和禱告］ 
主活，主活，救主今日活著，与我谈心，同行相亲，生命窄路同过； 
主活，主活，赐人得救洪恩，问我如何确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 
哈利路亚!赞美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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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这时候，你就大大被祂充满 
Oh，Lord Jesus，赞美祢，哈利路亚。 
 
 
唱詩歌:《耶穌耶穌我的性命》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祢比拟， 
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祢，祢主... 
 
继续讲课  
 
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只注意耶稣  
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要太注意你的感觉，只注意耶稣，注意复活的主在你

里面，这是最好的圣灵充满。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你灵里面看见了耶稣，我被

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这个光景。我记得，我虽然在说方言，可是我看见耶稣站

在我的面前，好真实！真实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睁开眼睛看是不是祂，我知道

是祂，我在灵里面看见了他，是主！哈利路亚! 就像那天，主耶稣复活以后，在
提比利亚的海边，祂向门徒们显现，他们都不知道是不是主，只有约翰说：“是

主！”约翰对彼得说：“是主！”彼得信了，把衣服穿上就跳到海里，然后就游

到岸上。 
 

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越来越自由，很自然的从宗教的形式、律法的捆绑，还

有我们自己种种的害怕，从这一切的里面出来了。有的人很快出来，有的人是渐

渐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神作工在每一个身上也都不一样。 
 
保惠师到底是谁?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第一节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父神所赐的，父神所应许的。

第二，祂是以保惠师来介绍圣灵，保惠师到底是谁？ 
 
保惠师，中文的翻译，因为还有一些其它意思，就加上一句话，小字里面或作训

慰师。保惠师，就单单按着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有很多的意思。保惠师这个名词，
只有中文的圣经是翻译的最好，较达意 ，把原来的意思差不多都带出来了。可
是在英文圣经里，我看了好多不同的译本，他只能用一个字。譬如最古老的英文

翻译，把保惠师翻作「安慰者」（comforter）——就是那位能够安慰你的。这就
是中文下面的「训慰」，而中文带出来的意思比较多。「训」是教训的意思，「慰」

是安慰的意思。中文的小字就带出来更多的意思：祂不但是安慰者，也是我们的

老师，也是教训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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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壹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在教导的时候，告诉我们人里面的圣灵就是恩膏。

他说这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你们不需要人的教导。换句话说,你们领受了圣
灵以后，我们可以学习跟随圣灵，可以领受恩膏的教训。我写的一本书叫《恩膏

的教训》,大家读了可以多一点了解什么叫恩膏的教训。 
 
耶稣讲到保惠师：保惠师的希腊文叫「parakletos」，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保

护的律师。在中世纪的时候，人打官司需要找律师，就是用「parakletos」。中

文的保惠师，不但是保护我们，祂也是保守我们，好像犹大书最后祝福的话说，

“那保守你们不失脚的”（犹 24）——只有神能保守我们不跌倒。我们紧紧地
倚靠祂，常常被祂的圣灵充满，活在祂的里面，让圣灵作主、掌权，祂就能够保

守我们不犯罪、不失脚，不会跌倒。 
 
这里不但是祂保护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神，祢保护我们，像保护祢眼
中的瞳人一样”（诗 17:8），我们身体里面最需要得到保护的，就是我们眼中的
瞳人。保惠师这「保」一个字，就有这么多意思,这是讲到圣灵。「惠」，就是
恩惠，神的恩典的意思。希伯来书第十章，圣灵叫做“施恩的灵”，就是祂把神

的恩惠、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圣灵来，是把神的恩惠带来，是叫我们经历神的

恩典。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能说「奇异的恩典」！ 这
首诗歌，我们都知道,神的恩典太奇妙了。 
 
我要把神的话告诉你们，要让你们知道圣经中所说的圣灵，特别是耶稣所讲的圣

灵。你应该相信圣经的话，相信耶稣的话过于相信任何牧师的话，千万不要以牧

师的话取代神的话、耶稣的话。除非这牧师所讲的是神的话、是耶稣的话。一般

的基督徒因为缺少圣经的知识，以为牧师所讲的都是对的。圣经里面，主耶稣清

楚告诉我们，有假使徒、假先知、假牧师、假弟兄，我们必须要很小心。 
 
再回来讲圣灵保惠师,祂是保护、保守我们，是施恩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经历
神的恩典。还有，祂是安慰我们的，安慰也是从新得力，加力量给我们的意思；

祂是教训我们，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在英文本的翻译里，有好几种翻译，英文

只能用一个字，譬如说安慰者、谋士、加能力给我们的、保守我们的那一位。中

文的翻译是翻得最好的，特别「保惠师」这一个名字，包含“保惠”和“训慰”

的意思，而单单这四个字里面所包含的，就有那么多的意思在里面。 
 
“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徒 2:17）。主耶稣告诉我们，
父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是这样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保惠师，是训慰师，最能够安
慰我们，是赐能力给我们的，是赐聪明、智慧给我们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

祂的里面。这就是大卫所说的， “主啊，我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祢以外。” （诗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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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圣经里面所说的圣灵，耶稣所说的圣灵是这样的一位。中文翻译的很好，是

保惠师，祂是我们的师傅。师傅是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师傅是能保护我们，是

我们可以跟随的，是我们可以向祂学习的。 
所以在我写的《认识圣灵》的那本书里，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名字：圣灵是我

们的良师益友。确实是这样的！  
 
如何能经历神的同在? 
保惠师来，是叫祂永远与我们同在。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

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 14:16)。我们领受的圣
灵，就是领受神的同在。 
怎么能经历神的同在？是在圣灵中。我们被圣灵充满，就知道神的同在。这同在

不是一时，乃是永远的。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领受圣灵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

永远，祂都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好像没有神的同在？或者从来没有摸着神的同在？ 
第一，你没有领受圣灵；第二，你所说神的同在，是你的感觉，你所感觉到的神

的同在。你没有感觉到，就认为神没有与你同在,——不是的(事实不是这样的）。 
主耶稣在这里说的那么清楚，保惠师圣灵来，祂要永远与你同在，要天天与你同

在。我们好多人缺少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要说在生活中难得经历到神的同在，就

是在聚会中，也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尤其是传统的，拘泥于字句、形式的，一

直在形式里面的教会中的聚会。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与我们同在，而且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天天与我们

同在！有一本小书，叫做《与神同在》，这是在十六世纪的一个圣徒，名字叫劳

伦斯所讲的话和所写的信的文集。他是一个操练与神同在的圣徒，他活了八十岁，

前四十年，他都在学习操练与神同在。后四十年，他一直活在神的同在中。 
正如耶稣说的，神的灵来，就永远与他同在。他以后的四十年，活得最快乐。他

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他是在厨房里面烧饭的一个大师傅，在军队里是在厨房

工作，到了天主教修道院里面,也是作厨房的工作。按照人来说, 他又高又大，笨
手笨脚，好像是一个老粗,可是,他活在神同在的里面。 
 
操练神的同在，任何人都可以。有学问，没有学问；笨或者灵活都没有关系，因

为操练神同在，乃是一个内在生活，乃是（经历）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哪

里开始呢？不是方法，是相信。相信什么？信耶稣所说的话，祂来了，是叫祂永

远与你们同在！ 
 
真理的圣灵与圣灵是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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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节，说到，“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
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们却认识祂，因祂常与你们同在。”，
真理的圣灵，与圣灵是不同的说法。圣灵就是祂的神圣之灵。真理的圣灵，我查

考了原文，就是「真实」，就是真的圣灵。我们提到真理，会想到圣经。当然圣

灵来也是要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但是这里所说的真理的圣灵，这个名词要记

得，耶稣说，就是「真实的灵」。我讲的这保惠师，祂是真的，同样的话在约翰

壹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约翰是用另外一个说法。二十七节最后的，两句话说，“这
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耶稣所说的真理的圣灵，父差来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圣灵是真的，不

是假的。我查了原文也是这么说，是真的。字典里特别注明：不是隐藏的，不是

藏起来的，乃是真的，是显露出来，人可以经历，人可以触摸到的。 
我们也许对圣灵的经历只是一些感受，身体上有时候被祂感触到，但是我们如果

对圣经的话信得够，我们就知道祂实在是真的，就像我们经历了一点耶稣的时候，

就说祂是又真又活的主。「又真又活的主」，就是圣经所说的真理的圣灵的意思，

也就是约翰所說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祂在你们的里面是真的！不是假的！ 
 
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好像耶稣所遇见的那两个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祂复活以后，

“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 24:25）我们的心有时候信的
太迟钝，因为我们太在理性里面，关于灵界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但是真

理的圣灵来了，被祂充满了，才知道是真的。当你被圣灵充满后，才知道耶稣复

活是真的。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灵里面好像看到耶稣站在我的跟前，这是不

需要来说服我——耶稣真的是活了！而且从那一天开始，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一天

比一天更为真实。 
 
我为什么一再讲这些话呢？因为我经历的实在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恩膏是真

的，不是假的。耶稣说的就是真理的圣灵。约翰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圣灵就是

真理，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把这些话记下来。第七节最后一句说，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个真理不是道理，不是字句。圣灵就是真实，也就是
约翰说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领受这恩膏的教训，就住在主里面

了。这就是第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恩
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要活在恩膏的教训里  
如果我们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面，我们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这个住在主里面，

不是一个感觉。“哦，我现在住在主里面，我怎么样了”。不是的，他是一个事实
——当你活在恩膏的教训里，当你在每一件事上知道圣灵在你里面，祂是我们最

好的老师,（你就经历了恩膏是真的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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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当然还讲到关于圣灵其他方面，保惠师来，“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约 16:8）。等到我们查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再细说。 
祂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很多时候因为圣灵光照我们，祂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己

就知道错了，而且自己责怪自己——“哎呀，都是我的问题”。我们如果没有活在
恩膏的教训里面，也就是没有活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对，别人

都错。可是，我们一旦活在恩膏的教训里，常常这恩膏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不

需要别人来责备我们。 
 
耶穌说：“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
你们却认识祂，因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 14:17），这是指着
信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新约）书信里面,特别是保
罗关于圣灵的教导有很多，使徒约翰写的约翰壹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圣灵的

教导，这些（书信）都是在约翰写约翰福音之前（写成的）。 
为什么约翰到了晚年，九十岁了，最后才写约翰福音? 就是要告诉人们所有书信

里面所讲的圣灵，耶稣都讲过了。我们现在所教导的，都是耶稣所教导的。 
 
耶稣复活以后，留下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为他们施
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还有你要把我所教训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

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9-20）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圣灵的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说，保惠师来，祂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但我们只知道传福音，让人得救，却

没有把耶稣的教训，特别是恩膏的教训，关于保惠师的认识，没有好好的教导给

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没有经历到神的同在，也没有经历到圣灵就在他们的里

面，所以对圣灵还是模模糊糊,不认识。 
因此，我们今年的网校，应该好好把与圣经中所说的圣灵，特别主耶稣是所讲的

圣灵，要告诉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年祂感动了更多的学员来报名，超过往年的，

你们是有福的！你们听到这些真理是有福的！也许在你们的教会里，很少听到；

或者也许就没有听过。现在这些耶稣讲的话，神讲的话，都是真理！圣灵是真理

的灵，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按着这恩膏住在主里面，活在这恩膏的教

训里面。 
 
牧师祷告 : 
哈利路亚! 
一起站起来祷告，我们要一直领受。我常常说，我们要领受主的道，也要领受主

的灵，这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我们经常要读经，经常要听道，听神的话，

也要经常被圣灵充满，要来领受神的圣灵。 
哈利路亚!赞美主! 
举起手来，感谢主！祂今天用祂的话喂养我们，用祂的话引导我们。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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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说：祢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赞美主！ 
而且祂赐给我们的圣灵乃是我们走路的力量，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奔走天路的力量，就是祂的灵，就是祂的同在！ 
祂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但是真的，而且也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的训慰师，

也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 
一起感谢祂，赞美主!感谢祂把圣灵赐给我们。 
主，现在求祢再充满，再来充满，我们需要更多的充满，我们需要祢更多的同在！ 
感谢祢!赞美祢! 哈利路亚! 
 
唱诗  《快乐歌》 
 
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快乐，圣灵充满我； 
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圣灵充满我。 
 
我快乐，现在充满我；我快乐，现在充满我； 
我快乐，现在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现在充满我。 
 
我快乐，更多充满我；我快乐，更多充满我； 
我快乐，更多充满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更多充满我。 
 
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快乐，主与我同在； 
我快乐，主与我同在；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与我同在。 
 
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快乐，耶稣在我心； 
我快乐，耶稣在我心；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在我心。 
 
我快乐，主在我里面；我快乐，主在我里面； 
我快乐，主主我里面；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在我里面。 
牧师： 
要相信，带着更大的信心唱 
 
唱诗：  
我快乐，主在我里面；我快乐，主在我里面； 
我快乐，主主我里面；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主在我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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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 
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牧师最后的劝勉  
最后，圣经说，要常常喜乐，要常常靠主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 17:22） 
要记住这两句话，要常常喜乐，不要常常生气，更不要常常发脾气，要靠主喜乐！ 
“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 （尼 8:10）有时候这个喜乐，就是
我们的力量，因为这是圣灵中的喜乐。 
 
相信主就在我们裡面, 在欢乐中结束今天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