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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圣经中的圣灵&与跟随圣灵(九) 
2018 年 3 月 19 日 周一班 

 
 
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

我们无论在哪里聚集，无论是上课, 参加小组, 或是在教会聚会，都是聚会，都

是奉主的名聚会。並且主说：〝我就在你们中间。〞 
 
在祂的名里就是在祂的里面  
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耶稣所说的「奉我的名」的意思：第一，英文的翻译就是

「In my name」——不是[奉我的名]的意思，In my name 的意思是[在祂的名里]，
在祂的名里就是在祂的里面。我们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指着这个人。你可以

想想：在某某人的名里面，就是在这个人里面，名字就是指的这个人而言。  
 
这周我们特别讲到约翰福音 14 章，讲到主耶稣差遣保惠师来，我们在圣灵里面，

我们就与主连上。这个[连]，首先是领受耶稣所说的话——我们领受，相信，接

受了耶稣的话，就在话语上先连上。然后，还要领受祂的灵。领受祂的灵，不是

单单一次。有的人从来没有领受过圣灵，他以为圣灵已经在他里面，那是理性上

的接受，字面上的接受，还没有真正接受祂的灵降在我们身上。当祂的灵降在我

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祂的灵。 
 
从耶稣的角度来说，祂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意思，就是祂要

把祂的灵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这个洗不要只领会好像用水洗脸、洗澡，不是！

这「洗」字在原文，就是整个人浸在水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滴水，浸在大

海里，整个人就融化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万有的神，这个观念也需要慢慢地

培养。 
 
圣经所说的教会  
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是远超过我们平常所领会的。平常领会的教会是一个聚会

的地方，有一帮人在那里聚会，而且我们总认为，人多了才是教会，人少了就不

是教会。这是人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里主耶稣说过：〝只要有两三

个，无论在哪里...〞——不一定是在教堂里。平常我们所说教会是教堂、是会堂，

是聚会的地方,这一点,许多基督徒的观念都还没有改过来。 
 
我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我领受的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所说的教会不是一个房子，

不是一个聚会的地方。有的地方叫聚会所，有的叫这个堂、那个会，这些都是基

督教不同的宗派、团体，不是圣经所说的教会。圣经所说的教会，就是你我这些

在主里重生得救的人。一般人的观念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就是教会，所以人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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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要上教会去了”。很多在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执事，也接受他们聚会的

地方就是教会的这个观念。不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也许有些组织和安排，例如：

什么人是牧师，什么人是长老，什么人是主任牧师等；但那是他们的组织，是在

教会之外的东西。而圣经中的教会指着一班重生得救的人。 
 
[无论在哪里]:也可以说包含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教会

的一部分。说得再严格一点，那些人都是被圣灵充满，都是领受了圣灵的浸，是

耶稣给他们施的浸。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弗 
1:17）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不是一群人的聚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是基督

身体的一部分 。 如果以全世界的基督徒来说，那是很小的一部分。假如现在全

世界的基督徒加在一起，大概不到二十亿，或将近二十亿，比中国的人口要多。

如果这些人是重生得救的，他们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人只是一些挂名的，

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跟神发生生命的关系，他们还是不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这是圣经的标准，不是我定的标准。 
 
也许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专题讲座:什么是教会？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神

在教会中要做些什么？将来教会变成什么样的教会？——这些有机会我会特别

讲到。神在末后世代最高的心意，就是要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

在启示录 21 章开始的时候，就被形容如同新妇，就是基督的新妇，装饰整齐，

迎接新郎。(參啟 21:2) 所以神在末后世代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也就是预备基

督的新妇—— 这是宇宙性的，全世界重生得救的人都包括在其中,这才是教会。 
这建造的工作，建造的内容，是圣灵来所作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穌从神那

里领受了圣灵，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並且,所差来的保惠师与我们、与教会的关

系，与祂所作的是什么，都有连带关系。因为教会这个题目很广泛, 很大, 所以, 
現在我们着重在圣灵這方面。 
 
对于圣灵真理的教导 ,要以圣经为标  
为什么我们着重圣灵呢？因为一般教会对于圣灵真理的教导太少，甚至有的教会

没有這方面教导。因此我们不能不多看圣经中所说的圣灵，如果有了圣经作为我

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就会相信圣灵、跟随圣灵、领受圣灵的洗，而不是凭这个人

说，听那个牧师说，或是这个神学家说。我们要回到圣经里，这是最可靠的，神

的话是最可靠的！希望我们的心是对准主耶稣，而且单单以圣经为标准，以圣经

为依据，就是根据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生命之灵。 
 
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 6:63）所以我们听道，

要仔细的听，要领受，不但听进去，而且是进到你的心里，甚至进到你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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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信了以后，就去遵行，当你接受又去做的时候，就慢慢的知道这是生命。

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你的生命就得到喂养，可以健康的成长。如果生命一直有成

长，有一天会成熟，会丰富，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

得的更丰盛。”（约 10:10）这句话，说出了耶稣来为什么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

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灵的洗？要被圣灵充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得着生

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为什么要领受圣灵？为的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耶稣为什么要用圣灵给我们

施浸？就是祂要把我们浸透在祂丰盛的圣灵——赐生命的圣灵的里面。我们对于

圣灵的观念里需要调整，祂不单单是能力、恩赐。神说圣灵是赐恩赐的，圣经也

说到圣灵是生命之灵，或者赐生命的灵。（參罗 8:2） 
 
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讲到圣灵要来，但在这时圣灵还没有来。耶稣讲到要来的

这一位圣灵，耶稣用「保惠师」这三个字告诉门徒们，也是告诉我们：圣灵是谁？

祂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从十六至二十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

同。)”，「下同」就是每一次我们读到保惠师，也可说是训慰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就是祂复活升天以后，从父

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在这之前，祂也祷告父神。读了前面的第十三章，我们就知

道，耶稣說祂要去了，是祂要回到天上去，门徒们心里开始难过。所以十四章开

始時，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约 14:1），门

徒们信神是没有问题，他们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还没有信

耶稣信到一个地步,就是信耶稣已经跟他们说的-「祂死了以后第三天要复活，然

后升天，就从父神那里领受所应许的。」(參徒 1) 
 
我必须要读这些圣经经文，让你们知道这都是圣经所说的，不是牧师所说的。人

说的，不管他是多么有名的牧师，如果他所说的不是圣经所说的，不是神，不是

耶稣所说的，都不可以相信,只有神说的才算数。我们太容易接受一个事實，就

是所有牧师讲的都对。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有很多假先知、假

使徒，假弟兄。我们不要以为到了教会里，什么都是对的。有人去教会，认为教

会的人都应该是良善的,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负面的事，就会灰心，觉得信耶稣

的人怎么也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信耶稣的人当中，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信；

有的是挂名，有的是名副其实的。这些事，我们都要分辨，不然会枉费很多的年

日。有些弟兄姐妹听了我们的课，跟神、跟圣经连上以后，感觉過去走了很多年

的冤枉路，现在终于与主连上。与主连上，乃是与复活的主发生活泼的关系，不

是字句、道理，不是理性的知识，乃是在主观的经历上和这位复活的主有连结，

发生关系。与主连接到一个地步，就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方面，这才是真的信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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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们聚集。第三节“祂受害之后，用

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

事。” （徒 1:3）神国就是圣灵来了以后，另一个属灵的境界，神国是属神、属

天的境界。神掌权，享受的神的丰富，都包含在神的国里面。 
 
圣灵是父所应许给祂每一个儿女的  
耶稣和门徒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

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參徒 1:4)，「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约翰福音

十四、十五、十六章，还有约翰福音其他所记载、所讲到关于圣灵的事。圣灵是

父所应许给祂每一个儿女的,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圣灵是父神所应许给你的；也

可说是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前所求的，圣灵沒降臨之前, 父已经答应祂了。祂知道

父所应许，祂一定在没有升天之前，早就为这一百二十个人祷告。 “父，祢要将

祢的圣灵，就是保惠师赐给他们。我升天以后不再与他们同在了，祢要差遣另外

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 (參約 14:16) 
 
我们如何來领受圣灵保惠师呢？耶穌說“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

受圣灵的洗。”（徒 1:5）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就是主复活以后要把祂的圣灵赐

给我们，并且住在我们里。约翰是用水施洗，水洗是人所做的，圣灵的洗乃是神

的儿子耶稣基督施的，惟有祂能够把圣灵赐给我们。水洗主要的意义是悔改归向

主，圣灵的洗的意义更深、更广：我们这个人如同一滴水滴在海洋里，一滴水进

到海洋里就溶化了。 
 
耶稣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浸，“洗”应该翻作“浸”。浸在水里面与用水来洗，是有很

大的差别。浸在水里面，就是祂要把祂一切的丰满都要赐给我们，或者都要我们

溶化在祂丰满的生命里，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用耶稣所讲的另外一句 ，比较

容易懂的，那就是“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得

的更丰盛」，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祂的里面。祂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浸，好

叫我们能完全进到祂的里面，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可能有些人觉得很抽象，

不容易懂。若是你没有领受圣灵，你永远不会明白。如果你领受了圣灵，就是耶

稣所说的圣灵的洗，就会渐渐的明白我所讲的，也就是耶稣讲的：“我来了，是

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我们若要得，就必须领受祂用圣

灵为我们施浸。用圣灵施洗的意思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圣灵

降临。 
 
圣灵降临是什么意思？第一，是时代的变迁，是时代的转换，是从旧约转换到新

约时代。旧约是在律法里面，在仪文里面敬拜神，在外面：圣殿、帐幕里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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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时代开始以后，我们是在灵里面敬拜神，不在乎地方、时间，乃是在乎灵里，

就是在神的灵里面敬拜祂，与祂有交通。祂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面，

圣灵在生命中开始作工。 
 
圣灵作什么工呢？就是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老我、旧人越来越减少，然后把祂自

己神本性一切丰盛,一点一滴做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在这

过程中,我们應該得的越来越多。换句话说，从重生得救以后，并且还要受耶穌

所施洗的圣灵的洗,我们的灵命开始成长，我们跟圣灵，也就是神发生关系。在

这关系里，我们常常读祂的话，从圣经里面，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谁？祂

要做的是什么？祂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单单靠听道是

不够的。 
 
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不要单单靠听道来认识神，那是不够的。听道固然是好的，

但是如果不会听，就不好。为什么？如果你不会听，不会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

什么是从人来的， 那就不好了；因为你不知道，你领受的是对还是错。所以，

我们必须要读圣经。如果不读圣经，光靠听道，你所领受的即使是好的，也有很

多的参杂，有人意的参杂，有神学的参杂（所谓传统的神学），还有传统宗教的

观念参杂。所以虽然听了道，领受了，但是那道不是圣经所说纯正的道理。因此，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必须要读圣经，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道，是不

是纯正的道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态度，不然要走很多冤枉路。 
 
如果跑了冤枉路，到了后来都没有得救，那就太可怕了，那时候就是永远的后悔。

耶稣说了，将来会有一班人不信，没有领受生命之道，所以这班人将来要在黑暗

中哀哭切齿。那黑暗是永远的黑暗，也可说是地狱，就是撒旦所在的地方。我们

不要以为去教会聚会，就一定得救。你必须要好好读圣经，查考圣经才会知道，

而且圣灵就是关键所在。 
 
人怎么知道有没有重生？  
人有没有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人怎么知道有没有重生？就是看生命有没有改变。

因为重生的意义，就是再生一次,就是领受一个新生命。如果领受一个新生命，

一定会表现的不一样，会把这新的生命表现出来。而这新的生命，我们能够领受，

乃是经过圣灵的工作。 
 
圣灵要使一个人重生，是怎么重生的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解释是，人从

圣灵重生的，好像风随着自己的意思，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有风。（参约 3:8）我们在屋子里，看到外面树在摇动，就知道有风。

我们出到外面，风打在脸上，会感觉有风。我们常常说风声，风是有声音的。我

们说听到有什么风声，什么消息，什么资讯，就是叫风声。一个人如果重生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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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是从圣灵重生的。圣灵怎么重生他？我们不知道，如同风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树叶的摇动，还有风的声音。在屋子里刮大风的

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到。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重生呢？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说的话不一样了。这个人

变了，尤其是他的讲话，他的观念变了，他的价值观变了，他的人生观不一样。

他的观念跟一般没有重生得救，就是世人的观念不一样了；这就是风的声音，这

是重生的声音，我们要会听！如果你信了耶稣跟你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一样的，你

就必须要注意，你可能没有重生,没有经历在圣灵里的重生。 
 
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  
如果讲到圣灵的洗，这意义又更深、更广；广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一滴水滴在海

洋里。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就在灵里, 好像把我们这个人浸在海洋里一样。

这海洋也代表是祂爱的海洋，祂能力的泉源，祂一切丰富的所在。这个海裡面其

实是很丰盛的，不但有各种的鱼类，有海草做食物，海里面有许多隐藏的宝藏，

是我们不知道的。 
 
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圣灵降临下来，门徒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第一章耶稣

所讲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到第二章，五旬节来的时候，他们都

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用圣灵为他们施洗了。就他们而言，他们被

圣灵充满；就耶稣而言，祂升天以后，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祂浇灌下来，

充满了那些人。 
 
耶稣复活升天，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将圣灵浇灌下来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三十二至三十三节，使徒彼得和其他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宣告，作见证，“这
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因為他们领受了圣灵，

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用圣灵为他们施洗。他们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复活的主

所充满。复活的主在圣灵中临到他们，进到他们的里面，他们这个时候变了。在

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那几天，门徒们都跑了，彼得甚至三次不认耶稣，那是

因为他们还没有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还是在自己的软弱里。虽然他们听了

很多耶稣的道，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但都是客观的、外在的。主复活的生命，

祂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灵，还没有进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还是软弱。 
 
但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这班人完全变了，尤其是彼得。彼得大有胆量，他

不但讲耶稣复活，也讲耶稣就活在他们里面。约翰、彼得，他们岂不是都作这个

见证吗？——就是基督就活在他们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呢？是神把祂的灵赐给我

们，从此我们就知道神就在我们里面，就是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在 32 节他们

作见证，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徒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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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你要想知道耶稣有没有复活，你看我们

就知道了。你看我们变了，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大有能力，大有胆量，可以行神

迹奇事，我们这些人就是见证人！ 
 
每位基督徒都应该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耶稣把祂的灵赐给我们，正如祂对

门徒们所说的。耶穌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徒 1:8）。

这能力，传统的教会所领会的就是有胆量传福音，或者是讲道的能力——只把“能

力”局限在这么一点点上面。而这个“能力”乃是使我们把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

行事为人、生活、行为中能具体点表现出来的那个能力！譬如，我们为人祷告，

人的病就好了；这是因为耶稣的灵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这能力也是

生命改变的大能，所以受了圣灵洗以后的门徒们和以前就不一样了。这就是 32
节所要表达的精意。 
 
圣灵怎么来的？  
然後, 33 节说到圣灵怎么来的呢？“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 神

的右边”)，”我们不要领会到是神用一隻手把耶稣举起来，这完全是照着字面读

的。小字注明出来原来的意思，「祂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得着尊贵、荣耀，

并且神让祂坐在祂的右边。「右边」，就是大的意思,位置是大的，身份是大的，

都是在右边。神将祂升为至高，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祂，并且立祂为主，为

基督,这都是祂在神右边的意思。（參腓 2:9；徒 2:36）祂不但被神高举在神的右

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徒

2:33）这个时候彼得是對那些从各地来的犹太人說的,他們看到圣灵降临的事，也

听到这些人说方言。 
 
有的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上，神第一次行这个事。但是神这样做之

前，早在七百年前就藉着先知约珥发出过预言。祂说：“我要在末世，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徒 2:17）他们看到这件事情发生，有的人不相信，看到他

们的表现，认为这些人无非是喝醉酒：当时可能有些人倒地，可能有些表现像喝

醉酒。但是彼得这个时候站起来解释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是喝醉酒，乃

是被圣灵充满！神在七百年前藉着先知约珥说过，而且也说到祂是差来的拿撒勒

人耶稣，你们把祂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因为祂是从天上来，

祂不能被死拘禁。彼得也提到，圣灵早就藉着大卫预言，耶稣要复活。(參徒 2:25) 
所以，彼得說圣灵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从神那里领受了，就把圣灵浇灌在那些

相信的人、等候的人。他们领受了关于耶稣所讲过的圣灵的教训，时候到了，他

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就耶稣来说，耶稣是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浇灌在他们

身上，也就是用圣灵为他们施洗，施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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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跟门徒们讲过有关圣灵要来的事。我们必须再来读约翰福音十

四章。有了前面的背景再读这章，就比较容易了解。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这保惠师

是父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父早就预言的；祂也相信，祂也为这一百二十个门徒

祷告，父的灵要浇灌在他们身上。祂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
门徒来就得着圣灵，被圣灵充满。 
 
领受了圣灵的洗，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圣灵来的目的之一，就是叫祂永远与

我们同在。换一句话说，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才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

同在，不单单是理性上接受祂就与你同在，乃是要接受祂的圣灵，祂的同在才非

常具体、实在的让我们能经历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神的同在，才感受到神

的同在。 
 
对神的同在最普通的感受是进到一个聚会里，心里觉得平静。耶稣复活以后向门

徒们显现的时候，跟门徒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祂的意思是我复活

以后，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得到平安。所以，当我们在一个聚会中，感觉很平

静时,就是普通不信的人也会有这感觉，当他进到一个聚会中感觉到气氛很平静

时，那就是因为复活的主的灵在那里。因为灵是看不见的，祂的灵已经在那里。 
有时候我们来亲近神——就是我们所强调“安静等候神”，当我们安静下来以后，

你的心很容易就平静。这时候，你的血压如果高，会降下来；你的心脏如果跳得

快，会慢下来,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益处的。这就是最普通的神的同在感——平

安。 
 
中国人很注重平安，过年贴帖子都是 “平安，愿你平安” 。我们见了面也说， “平

安” ；我们再见的时候，也是说 “平安” ；我们出门的时候，也会说，“一路

平安。”  什么叫作平安？平安不是单单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平安乃是神

与我们同在！它不单单是外在的平安无事，更是内在的平安，心灵的平静。

那是一种莫大的能力，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得着的能力。有

一种外显的能力，也是圣灵叫我们可以得着的，但更宝贵乃是内在的平静的能力，

就是我们遇到事情，不紧张、不急躁，不容易生气，那都是需要莫大的能力。箴

言书说，“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 16:32）。 
 
“治服己心”可以说是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一个人要能够控制自己的个性，比攻

打一座城，取得一座城所需的能力还要大，因为这需要莫大的能力。这能力从哪

里来的？是从圣灵而来！耶稣之所以將圣灵赐给我们，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就是

要我们得着祂所得着的能力——也就是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穌，跟我们一样，他会

饿、会渴、会累，但是因为父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耶稣有一种超然的能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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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解决许多人的苦难，这是因为祂得到了能力。耶

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的意思是： 祂所得着的灵 , 也要赐给我们，好叫我们

也能够行祂所行的事。  
 
约翰福音十四章 12 节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

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信我的人的意思是就是：你要相信我的话，你

要相信在我里面的父，祂如何能做这些事，在你的里面照样也要做这些事！那时

候父神的灵只在耶稣一个人身上，还没有在门徒们身上，所以门徒们还有软弱。

直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从父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浇灌下来的时候——就

是祂所说的，“用圣灵给他们施浸”，“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

灵充满。此后，这一般人就大有能力，能行耶稣所行，甚至于超过耶稣一个人在

地上所行的。在使徒行传里，那些使徒们都行了神迹奇事。——这就是耶稣在约

翰福音 14:12 所说的意思。 
 
神差遣保惠师来的目的之一，就是祂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耶稣还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但是真正经

历到以马内利实际的很少。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开始上课的

时候，我提到耶稣讲到「奉我的名」，〝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奉我的名聚会。〞, 
“奉我的名”聚会，就是在“我的同在里面。”我们要相信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

同在。如果我们来聚会，相信耶稣，是奉耶稣这个名来聚会的，当然耶稣就在我

们中间。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

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把这节经文给我打开了。所谓打

开了，就是我进入了这句话，也就是全心相信了这句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一个聚会我都觉得主在我们中间。现在，我每一次聚会，我都要说这一节经文，

就是提醒弟兄姐妹主已经在我们中间了。 
 
有时候，我听到领会的人在开始聚会的时候说，”主啊，求祢与我们同在“。你听

这个祷告，就是他还不相信耶稣说所说的，“”。（太 18:20）耶稣的意思是：

我已经在你们中间了，因为我的名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还没有相信神与我们同

在的人，就不会感觉到聚会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就是没有相信耶稣的另外一个名

字叫“以马内利”，也没有相信耶稣所说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

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你们中间”  
我自从相信马太福音 18:20 节这一句话以后，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

来没有一次聚会是我不享受的，从来没有一次聚会，我会问说——神在哪里？我

一直觉得神在那里。有时候，我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能够感受到这个聚会里神

的同在、神的恩膏非常强，强到一个地步，有的人就得到内在的医治、释放。没



10 
 

 1
0 

有人给他们做医治、释放,耶稣来了，他们就得着释放。也有的时候，有说不出

来的平静安宁，那种沉静不是一般的没有声音，是很神圣的，会感觉到神在这里。

神也许没有说话，也许没有在外面有什么行动，但是祂在这里，祂运行在聚会的

人的心里。祂在做内在医治的工作，内在释放的工作，或者说祂在人看不见的地

方，把祂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得神的生命是一点一点的得，因为我们的

容量很有限。但是我们渐渐的可以得的越来越多！我们要简单，要相信，相信就

是接受，要相信神的话！ 
 
需要的一切都从祂那里得着  
保惠师的意思是：保护、保守我们的。惠，乃是施恩惠，把神的恩惠做在我们身

上。换句话，圣灵来，是让我们经历什么是神的恩典。因为圣灵来了，我们就可

以像保罗一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腓 4:13）如果我们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灵，凡事都能行,這就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修炼、努

力得着的，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都是神的恩典。保惠师，小字里面或作训慰

师。训，是教训的意思；慰，是安慰的意思，安慰、鼓励，使我们从新得力，从

新有盼望，都包涵在“慰”里面。训，是教训、教导、启示，都包涵在“训”的里面。

换句话说，圣灵来，祂是启示智慧的灵，祂是赐能力的灵，祂是在凡事上会教训

我们的恩膏，这是约翰壹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从圣灵那里得着。我们有了主，在圣灵里面，我

们也有了安全感，有了确据，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知道我们要被改变，荣

上加荣，知道有一天要成为基督的新妇。如果你不断的，持续不断的领受神的灵，

领受神的道，而且也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面；你也凡事领受教训，也凡事顺服圣灵

的带领，就是我所要说的跟随圣灵。如果是这样，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如果

你这样过生活，就是耶稣所说的，枝子是连于葡萄树。如果这样连于主，就必多

结果子，因为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

没有与主连结上。——这连结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领受圣灵才能与神连结。保罗

说，我们与主联合，乃是在圣灵里面的联合，不是在肉身，是在圣灵里面。 
 
  
我们第一要有圣灵，第二要好好靠着圣灵读经，明白圣灵就是保惠师。 
我简单的给圣灵另外起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常常说圣灵是我

们最好的老师，超过任何人。如果我们可以跟祂学，就是像约翰所说的，这恩膏

是真的，不是假的,祂在凡事上要教训我们。约翰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意思是你活在恩膏的教训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他也说到，你

们如果住在主里面，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他的意思是，我们住在

主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不断的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得的更丰盛。我们如

果住得多，住得深，就得的多，得的深。有一天，我们就能被改变得像耶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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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惭愧。也许祂会夸我们，“你这又忠心又良

善的仆人，你来跟我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 
 
神乐意把祂的灵赐给我们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節, “就是真理的圣灵” ，真理的圣灵，应该翻译作真实的

灵，就是说圣灵是真的，因为祂是真的，所以祂会把我们引到一切真理的里面。

这也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所说的“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我们进

入一切的真理。”换一句话说，圣经的真理，我们都可以经历，圣经所记载的都

是真实的。耶稣死而复活是真实的，我们如何才能经历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呢？这

是主观的经历，不是两千年的历史，乃是今天我们主观的经历。经历耶稣死而复

活的真实，就是圣灵来所带给我们的。因为祂是真的，祂就会把我们带到真实的

里面，不是理性的、不是假想的、不是知识的，乃是真实的里面，  
 
还有一点很重要，十七节说，“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你们”是指着领受圣灵的，相信主耶稣所讲的一切话,和关

于圣灵的事，后来又领受了圣灵的那些门徒。他说，“你们却认识他，因为祂常

与你们同在”，你们已经经历到圣灵同在，就是神的同在。他说，“祂也要在你们

里面”，是指圣灵来是住在我们里面，祂是内住的圣灵。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外显的作为 。但圣灵住在我们里，乃是祂要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和内容。要不然，我们就是白活在这

个世界上了。 
 
我所讲的这些都是圣经里所说的圣灵，也是我们可以得着的。如果你对这样的真

理还是很陌生的话，我刚才所读的、所引的这些经文，我希望你能够记下来，有

空的时候好好的查考，然后确认你所信的都是耶稣所说的，都是圣经所说的。这

时候，你就可以放心,你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领受圣灵。我常常就是一个人在家

里安静的时候，把手举起来。主知道我的心，我会说，“主，祢来，更多的膏抹，

更多充满我。主啊，祢的同在更多显在我的里面。”我常常安静的时候就把手举

起来，就领受。如果说我身上的恩膏比较多的话，没有别的，就是我常常这样的

领受圣灵，领受恩膏。 
 
神乐意把祂的灵赐给我们，这是父神所应许的圣灵，你就是用信心，而且是「简

单的信心」来领受就好了。有的传统教会牧师甚至于跟信徒说，“你信耶稣的时

候已经有圣灵了，你不需要再追求了。”——说这样的话的人，就是不了解圣经

中所说的圣灵。如果用人的话，好像不是很好听的一句话，就是“外行话”。 好
多很有心、很诚恳的弟兄姐妹，因这一句话受害，很多年的受害，甚至于一辈子

受害。受害的，是失去了保惠师，失去了要得着保惠师的福分。有一些牧师因为

没有认识圣经中的圣灵,自己没有得着，所以就无法帮助别人来得，甚至于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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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去追求”，真是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保惠师的意思是：祂保守我们，施恩

给我们，教训，安慰，鼓励我们，让我们从新得力，让我们得到启示和智慧，在

凡事上教训我们。保惠师，就是复活的耶稣。（林后 3:17） 
  
今天在网上的弟兄姐妹，特别在北美的这一群，我和你们查考了这些经文，你们

可以大胆的来领受。只要是圣经所说的，你要相信！要接受！而且当你领受圣灵

的时候，会有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例如：有的人身体会发热、发麻，但不一

定每一个都有。有的人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用信心接受。我觉得最好的，最可

靠的就是相信神的话，打开心接受，相信这是神所应许的圣灵。既然父已经应许

了，你随时来拿，祂都给你，好像人答应给你一个礼物，并且在那等着你，你就

是去拿。如果你不相信，就得不着！ 
 
唱诗  《神圣膏抹》副歌 
来神圣膏抹，管治并运行，直到祢的同在充满我全人 
牧师： 
大家唱的时候，用信心接受。当你这样求，圣灵就进到你里面。不要怀疑，有感

受或没有感受，都要相信。圣灵因着你求，就进到你里面。要相信耶稣的话，“求
就必得着”（太 7:7），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是信已经得着的，就必得

着”。（可 11:24） 
 
如果你的舌头能转动，那就是圣灵感动你。你的舌头若是顺服，就能说出别国的

话来。我当时被圣灵感动，就说出很多的方言，可是我心里所想的仍然是耶稣。

耶稣复活了，我好像看到耶稣站在我面前。从那以后，耶稣不但复活了，祂活在

我里面，一直到今天，祂越来越真实。耶稣活在我的里面！ 
 
要常常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 17;22）；忧伤的灵，生气的灵，嫉妒

的灵，不高兴的灵，使骨枯干。换一句话说，快乐心情的愉快，比吃药还要好。

但是心情的恶劣，生气、恨人、嫉妒，就会伤害你的灵性。我们要记得什么是有

益的，这不需要医生告诉我们，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要问我 87 岁，怎么

那么快乐？我人现在在纽约，来参加追思礼拜。大女儿开了两个小时车来看我。

她看到我说：“你还是很好啊！看起来精神很好。”我说我的秘诀就是“哈哈哈！”
她就跟着笑起来了。 
 
健康的秘诀  
健康的秘诀就是哈哈哈——常常喜乐。得能力的秘诀是——“耶和华的喜乐，就

是我们的力量”（尼 8:10）。喜乐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乃在乎公义、平安，并圣灵中的喜乐”（罗 14:17）！这是圣灵来，要带给我们许

多的好处之一。平安也是圣灵要带给我们的。所以要常常活在灵里面，常常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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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里面！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要记得保惠师，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

祂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外面！我们要持续在神的同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