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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周六班的同学！今天是第一次上课。我们今年秋季

的这个网校是分成三个班：周五班、周六班、周日班。最新

的这个统计的人数，今天我看到小静发过来的：周五班总共

上课的人数有 914 位，周六班今天有 883 位，周日班有 358

位，多半都是在北美或者是台湾。人数跟点数，各个地方可

以收看的点有不一样。周五班点数有 292 个点数，可以收看

的地方，周六班点数比较多，人数没有周五班的多，点数有

323 个点，周日点数也不少，也有 206 个点。所以感谢主！

这三天，三班加起来的人数是 2322 个人。我觉得应该向我

们网校的同学们能够报告这个数字。感谢主！ 

    过去上课的旧的学员都知道我们上课跟一般的培训或

者是学校都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比较注重与主的联

结。用我的心哪来靠近主，不是单单用耳朵来听，或者用头

脑来领受，更重要的乃是用心来靠近主，这是我们网校——

JMI 网校特别的地方。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先与主联

结，我们的心先归向主，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只想

到你是来到耶稣跟前。只想到这个，只想到耶稣，别的都不

要想了。赞美主！ 

    我开始，我还是要唱一首我和我的师母最喜欢的那首诗

歌。我也常常唱的就是：祂是一切最亲，是我一切所爱的，



	

	

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久所倚赖的。第二节就是：无依之时

扶持，缺乏之时预备，最美，所有美时祂最好。无论何时祂

是信实的。第三节就是：无穷喜乐的原因，年日展开祂不变，

祂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哦！赞美主！你这时候，全

神贯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都是聚集在祂的面前。你要记住

主耶稣的应许，祂说：“你们无论在哪里，”也可以说，无论任

何时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参：

《马太福音》十八：20）可是我们对主的话，祂的应许，有

时候信得迟钝，信得不够。我们有时候多半的人都是以我们

的感觉来断定说主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其实祂的话说了“祂说

是就是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参：《诗篇》三十三：

9）祂已经和我们同在了。我们信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哦！感谢主！ 

    唱诗：诗歌《祂是一切最亲》 

    稍微安静一两分钟，我们的心要紧紧的与主联上，紧紧

的与祂联上。 

    我们已经公布了今年秋季班的主题，也是讲内在生活。

但是我们是从《圣经》上来专讲、专注耶稣祂所讲的内在生

活。主耶稣祂没有用“内在生活”这四个字，但是祂所讲的都

是里面的，内心的问题，心态的问题，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那

个心态的问题。因为《圣经》说神看人不是看外貌，祂乃是

看人的内心（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7），所以我们一



	

	

个过内在生活的人要注意：不要只注重外表，乃要注重我们

的内心，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好不好，

祂不是看我们的外貌，祂是看我们的内心。 

 

10-20 分钟  

    耶稣所有的教训，都是叫我们注意那个心里、内在的问

题。还有，耶稣祂今天来了，我们信祂，祂在哪里呢？当然

祂是在天上，祂已经死而复活升天了。可是不要忘记，祂升

天以后，祂将祂的圣灵，赐给信祂的人。那第一批就是那 120

个门徒，第一批领受圣灵的，耶稣复活以后的，将祂的灵赐

下来的就是那 120 个门徒，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而这件事情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但是你要记得，神的话是昨

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看来有时间性、

有历史性，可是在神那边祂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耶稣说：

“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 （参《太》二十四:35）

所以耶稣所讲的话，或者神所讲的话，即使是几千年以前，

神的话今天还是一样的有效、有果效，神的话是不变的。 

    我们要查的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这是我们

的主题。可是呢，我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们对《圣经》的取

用、领受，要记得不是单单一个地方，只是一个地方不能够

代表全部。一节经文或者一章经文，甚至于我们所看的这个

五、六、七三章的经文，他不能够代表全本的《圣经》，因



	

	

为《圣经》还有讲到其他方面。但是，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

那就是《圣经》的中心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虽然这本圣经

很厚，旧约有三十九卷,新约有二十七卷，一共有六十六卷，

这么厚，讲的那么多人物，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抓住

一点，他的中心是讲耶稣基督。旧约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影射、

预表、预言耶稣基督。简单的说来，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是

隐藏的，那到了新约完全都是讲耶稣。尤其这个新约圣经的

开始，他有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

福音》、《约翰福音》。这个四本福音书就是把主耶稣的四面

八方，祂的言行、祂的属性、神性、人性都可以说描写的淋

漓尽致。我们要看到这四本福音书，才能够对耶稣有一个比

较完整的认识。但是要记得，我们所读的这四福音书，这四

本福音书当然都是讲到主耶稣在世上祂的言行。可是我们读

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四本福音书最后都讲到耶稣复活了，升

天了，将祂的圣灵赐下来，要藉着祂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新约圣经，特别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把它当作是历史书来看。你要读到耶稣的时候，

你就想到，今天的耶稣，你我所信的耶稣，如果我们信得对

的话，都在我们的里面，祂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祂也是活在

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多多的注意祂，注意在我们里面的这

一位主，我们这个人就会常常听到祂的声音，而且常常被祂

改正，常常蒙祂关照，甚至于也会受到祂的指责，都不需要



	

	

别人来告诉我们。 

    所以你读的时候，例如我们读《马太福音》五、六、七

章，耶稣讲的这个所谓登山宝训，就是祂许多的教训在里面，

你读的时候，你就想：耶稣就在我的里面，祂在圣灵中就是

在对我说。譬如，我们如果是单单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

始的话。你打开第五章读的时候：“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

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祂跟前。祂就开口教训他们，”（参

太五：1）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当初“看见这许多的

人”，今天祂还是看见我们许多的人，祂看见的是我们在网络

上，刚才我已经报告了那个数字了，有八九百人祂都看到了。

所以祂“上了山”，我们也可以说祂回到天上去，祂回到祂所居

住的至高之处。然后说到祂就“坐下来，就开口教训”，祂已经

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时候祂就藉着祂的圣灵向我们说话。

你如果这样的来读的话，那么就对了，你这个读经就对了。 

    我们应该是常常在读经的时候，听到主的声音，听到圣

灵那微小的声音。第一我们因为没有常常听到主的声音，就

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而且我们读的时候没有用心来

读，只是用头脑，吸收一点知识，或者有一种心态，把它当

作一种责任性的“哦，我今天读圣经了！哦，我天天都在读圣

经！我天天都在祷告！”  

 

20-30 



	

	

    那我就问你：“你听到神的声音没有啊？”“没有。” 没有，

那你的读经也不过是宗教徒的读经，是宗教式的。所以，读

经就是在听神的声音，就是在听耶稣，在天上的耶稣也是在

我们里面的耶稣，因为祂把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只有圣灵可

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祂是借着祂的灵来住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我们周六班是第一次上课，我就是觉得先给大家有

一个概念。《马太福音》我们不是单单从第五、六、七这三

章把它拿出来，当作一个标准让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做不到

的。只有耶稣来了，我们才能够做到。所以在第五章第三段

的里面，耶稣就讲到律法。祂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

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去。”意思是只有祂

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够渐渐

滴长大，能够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活出来。我们才能做到

耶稣在这马太五、六、七章所教训的。 

	 	 	 	 如果没有祂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五、

六、七章实在说来，祂讲的就是祂的生命的特性。信祂的人，

你、我这些信祂的人，我们信祂不是光用理性接受、头脑接

受 “哦，祂是神的儿子，祂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

罪就赦免了，然后我们就完了。”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信

哪，是要把耶稣信到我们里面！而且是要信到我们的生活里

面，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事为人，这才是真的信耶稣！如果你

只是客观的理性上“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



	

	

祂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受洗我就得救了。”我告诉你，你这样

的人得就没得救都有问题。这不是《圣经》教导的这样的信

主，我认识太多。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正如我们

这个网校，一向所强调的，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很多年，你还

没有把《圣经》好好的来读过，到底《圣经》里面所说的信

耶稣是怎么回事？你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连你得救的问题，

你的得救都会有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得救呢？我

们要看《圣经》，而《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有没有得救呢？

《圣经》告诉我们，得救就是重生才能够得救。主耶稣讲到

重生的时候，祂说：“必须要从圣灵还有从主的道，那个生命

之道，这样重生。”也就是说你不单是信了福音，你还要经历

圣灵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个重生的工作。那个所谓的重生就是

再生一次，就是耶稣说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现在已经生

下来，这是在地上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我活着，那是因为

我们有生命。这个生命是旧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短暂的生命。

可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信耶稣要从圣灵重生，那个重生

的意义就是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了，得着神所赐给我们新的生

命，这新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有了这新的生命，

我们才知道，我们有没有改变。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

人，你旧的生命是一个样子，但是如果你重生了，有了一个

新的生命了，你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会显现出来。那就是生

命的改变！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呢？就看你是不是



	

	

跟以前不一样了。如果你说你重生了，可是你跟以前还是老

样子。你的脾气、你的个性，什么都是跟以前一样，那你这

个重生有问题，重生跟得救都有问题。主耶稣说：“人如果不

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参约三：3）你如果没有进神的国，

你还能得救吗？不可能。所以要回到《圣经》里面。要回到

《圣经》里面！ 

	 	 	 	我们秋季班选这个马太五、六、七章。我开始的时候我

是觉得，这是比较深的三章《圣经》。如果一个人他信主，

他的灵命如果没有成长，一直停留在很幼嫩的阶段里头，恐

怕不太容易能够领受《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因为祂讲

的都是生命之道。所以我觉得说，虽然可能有的人未必能跟

得上，但是还是要跟，还是要进深。因为你一直停留在你初

步的阶段，《圣经》说我们“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务

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参来六：1）就是因为你浅哪，你

必须要进深。如果你不进深，你一直都是浅，你永远都是这

样浅的。 

	 	 	 	 我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

在这个之前，要记得《马太福音》是从第一章、第二章、第

三章、第四章，前面的四章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至少应该有

一个概念。前面的四章，比如说第一章是讲到耶稣的家谱，

耶稣的家谱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两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神



	

	

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使万民万国都因着他蒙福。所以，

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神跟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

裔这样立约，他的后裔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 

 

30-40 

    所以从亚伯拉汗开始，亚伯拉罕另外一个主要的意思就

是信心的意思。我们因为信祂，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

因你得福呢？就是“万国万民如果像你这样的相信'我'”，因信

称义，神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就称祂为义了。今天我们信了

耶稣，才能够称为义。所以亚伯拉罕是把我们引到耶稣，是

预表耶稣。那么所谓大卫的子孙，那就是主耶稣应许大卫要

在祂的后裔当中要立一位永远为王的，那就是主耶稣。所以

当耶稣来到地上，别人、那些信祂的称呼祂是大卫的子孙。“和

散那，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可称颂的！”这意思是

说祂是神所立的，在大卫的位上永远为王的那一位。祂奉主

的名来，乃是说祂是神所差遣，就是旧约一再预表的那个弥

赛亚到了新约就来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祂，只是一

部分犹太人这样的相信祂，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虽然复国了，

但是不是所有犹太人都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感谢主，相

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现在渐渐地越来越多了，这也就是

《圣经》所说的等到外邦人的数字填满了，以色列人都要归

向主，都要归向耶稣基督。 



	

	

    第一章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耶稣来了，祂的名字叫做

以马内利。那个是第 23 节所说的“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

祂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基督徒好多，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有时候常常写信我

们说以马内利，可是以马内利真正的意思乃是复活的基督住

在我们的里面，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是住在我

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也在外面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看不见。

所以一提到耶稣，祂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祂把神的同

在带来了，那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

为祂就是神，祂就在我们的里面。 

    第二章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在第六节，说到“祂

是伯利恒将来要生的一位君王，祂要从你那里出来要牧养我

以色列民。”那就是说，耶稣祂来，祂是群羊的大牧人，祂要

来牧养我们。那今天耶稣在哪里牧养呢？在圣灵里面牧养。

这就接下去第三章，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作见证的时候，祂

特别讲到说耶稣来了以后，能力比祂更大，并且要用圣灵与

火给我们施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包括重生得救、灵命的

成长、得能力、能够活出《马太福音》五、六、七以及其祂

耶稣所教训的、神的律法一点一画，祂的生命都能够活得出

来。而且耶稣已经来到世上，祂真的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意

思说祂替我们担罪，祂自己没有一点点的罪，毫无瑕疵。甚

至于圣经有个地方说，祂不但没有罪，祂根本不知道罪。不



	

	

知道！祂是这么纯洁的一位，一位被杀的羔羊。所以祂来牧

养我们，祂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这是第二章我觉得最

重要的。第三章就说，祂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 

    第四章，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当然耶稣得胜了，

后来就对撒旦说：“你退我后边去吧。”撒旦就退去了。第四章

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在第四节，就是主耶稣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英文

翻做“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你读了第三章读了第四章这两

句话呢，你就知道第二章所说的这一位出生在伯利恒的这个

君王，祂要牧养神的百姓。祂怎么牧养呢？祂是用神的灵和

神的话来牧养我们。何谓的牧养就是来造就我们，来建造祂

的教会，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这样成长。耶稣来还有这么一

句话很重要的我们要一直记得，祂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

命，也可以翻做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祂来

是叫我们得生命，得生命就是得着祂，祂就是生命的主，祂

就是生命的源头，就是得着祂来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得

着祂呢？就是相信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第二呢，就是领

受祂要赐给我们的圣灵。祂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浸的意思

祂要把祂的灵赐给我们，而且是丰丰富富的要赐给我们。祂

的充满、祂的浇灌不是一次的，乃是多次的，乃是一次比一

次的更多，所以《圣经》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单单

在五旬节，那个是初步的、那是第一次，可是后来的充满多



	

	

次记到祂们又被圣灵充满了。在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无

论罗马书，无论是以弗所书，祂就是讲到人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第五章那里，他劝人说不要醉酒，喝醉的酒啊，人就

放荡，糊里糊涂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你要被圣

灵充满，意思说你要受圣灵的影响，受圣灵的管治，那个充

满乃是不断的、多次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多而又多的。 

 

40-50 

    你可以查一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所说的圣灵

的充满跟五旬节圣灵那天的充满，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

四节那里所说的充满，在原文这个充满，中文翻做就是充满，

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以弗所书的充满是常常充满，一

直的充满。那里原文还有说，充满到一个地步你受圣灵的管

制和支配，不是一时的这样的兴奋，好像得能力。那里充满

就是我们的生活，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他所教导的，那

是圣灵充满的生活，他说如果神的灵活在你们里面，罗马八

章第九节，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灵了。接着他就说，人

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他的里面，人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不

是属基督的，你能够说你得救了吗？你是神的儿女吗？所以，

这个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耶稣祂要用灵为我们施浸

的意思，就是领受祂的灵。正如耶稣复活以后祂吩咐门徒说，

你们要受圣灵，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可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到了五旬节来了，他们就受了圣灵

的洗。受了圣灵的洗，他们才知道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是藉

着祂灵就在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保罗说得最清楚，他说现

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信

耶稣基督必须要信到耶稣活在我们里面，要把耶稣信到我们

的里面，然后知道祂活。因为祂是复活的主，祂如果在我里

面，当然祂就是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从我们身上活出来。

那才是信耶稣，圣经里所说的信耶稣。所以，今天在线上的

弟兄姊妹，尤其你们今年第一次报名的新的学员，你要注意

这一些，还有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耶稣用圣灵为你施浸，你要

补上、要补课，随时都可以补，你今天在线上你都可以补，

或者是下了课以后你都可以这样补。你都可以说：主啊，我

愿意，主啊，求祢用圣灵为我施浸。主啊，我愿意，我要，

我知道祢牧羊祢的教会羊群是用神的话和神的灵来牧羊我

们。今天，我们如果离了圣经，我们怎么能够得到造就，那

如果离了圣灵，我们哪里有能力能够遵循神的旨意，能够把

把这些道行出来。但是神都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他都具

备了，在他的救恩里面，他都给我们了。 

    今天我们需要更深的进到神的话里面，我来简单的先把

五、六、七大概的给你有个阅览式的一个简介。我稍微仔细

看了一下，这个三章的圣经每一章里面都讲了七件事情。每

一章五、六、七都讲了七件事情，这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就不是一次的讲到，我相信肯定是好多次。但是在路加福音

第六章、第十一章里头也有提到耶稣的这些教训，但是路加

所提的是按照次序，路加写耶稣的生平，他是按照他所考察，

好像真的是历史记载一样的，他是按照次序。而马太写耶稣

这些教训，明显是经过他整理，通通写在这三章里面。比如

第五章我很快的这样点一点，第五章就讲到什么样的人才是

有福的人，这是第一段讲到蒙福，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或

者才能得到神的福气。那么第二段，我说七件事。第二段就

是讲到基督徒在地上，他要活出耶稣基督来，所谓的光、盐

都是指着耶稣祂的生命、祂的性情、祂的影响力。第三件提

到就是律法，耶稣说：祂来不是要废除律法，乃是成全律法。

意思是当然祂不需要成全，是说到你、我怎么样能够遵行神

的律法呢？只有让祂来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才能够，而且罗马

书大概是第五章讲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讲来讲去都

是讲到主耶稣。然后第四点，第四节这个小标提，虽然是说

论仇敌，实际上乃是讲到弟兄姊妹之间不能有嫌弃，弟兄姊

妹的心里面就是不要有间隔。不能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

是弟兄姊妹的一个心态。然后，第五件事情就是提到是男女

的关系，还有离婚的问题。第六件是讲到说话是就是，不是

就不是，不要用起誓，不要说我要起誓怎么样，不需要。因

为耶稣说：你不要指着天起誓，也不要指着地，因为天是神

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不要！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不



	

	

是，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然后，第七点就是讲到怎么

样爱那些不可爱的，爱仇敌，爱不可爱的，还有爱你的敌人、

和你作对、陷害你、伤害你的人，这些都是要里面，那个内

在生活要有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里那里，才能够做得到。然

后第六章所讲的这七件事，第一件很清楚祂讲到施舍、行善，

信善要行在神面前，不要行在人面前。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

祷告，应该怎么样祷告，不要很长祷告，不要啰里啰嗦。有

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我们以为引用《圣经》的经文就是很

属灵，不一定，这里就是你要从心里面出来。 

 

50-1：00  

    然后，耶稣就教导我们第三点就是那个祷告的内容，我

们应该怎么祷告。祷告是有他的次序的，先要为神的国，然

后自己，然后为别人。然后，第四件事情提到要饶恕人的问

题，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弟兄姊妹受了伤害，或

者小时候被父母虐待，就是不能原谅人，就是连自己的父母

都不能够原谅。但是耶稣来了，我们就能够做到。第四就讲

到禁食，也是说你禁食不要在人面前，禁食是在神面前，因

为实在说来禁食祷告是在神面前的一件事，不是在人面前。

然后接下去第五点就讲到积攒财宝的问题，治产业、积攒财

宝。第六件事情，耶稣特别讲到那个光。祂说：“眼睛是身上

的灯”。衪讲的眼睛不是外面的眼睛，乃是灵里的眼睛、属灵



	

	

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如果明亮，才能够参透万事。属灵人能

够参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参透他。耶稣讲到那个里

面的那个光，那个里面的光不是别的，就是耶稣。我们如果

让耶稣一直在我们的里面，祂就是我们的光，里面的耶稣多

了，我们的光也多了，里面就明亮了。然后，最后一件就是

讲到衣食、生活上的需要。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因为

我们所需用的神都会供应我们。我可以这样做个见证，这几

十年来，三四十年来，我就这样凭着信心这样的服侍主，我

们所需用的神从来没有缺乏过。虽然有时候很紧，神会试验

我们的信心，但是神总是供应。那另外呢，祂叫我们不要为

吃喝忧愁，要先来追求神的国和衪的义。那就是追求属灵的

财富，追求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那个是

属灵的财富，那个是积攒财宝在天上。 

    第七章是讲到这个七件事情，头一段里头是讲到不要论

断。还有你要先自己的问题解决，才能看清楚别人的问题。

第二件讲到，祷告不是徒然的，神不推却我们的祷告，我们

的神是听祷告的神。第四件祂也讲到两条道路，我们在跟随

主的道路上，要记得有的人是走生命的道路，有的人是走比

较容易的道路，就是不愿意吃苦的、不愿意接纳的，拣那个

容易的，你所比较喜欢的。那个就是那个所谓宽大的路，主

耶稣说：“那是引到灭亡的”。那个生命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

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含



	

	

义就是，常常将自己置于死地，常常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但是，我们能够将自己钉吗？不是。

只有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祂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

跟衪同钉十字架。就好像保罗说的，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

架。我们自己怎么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呢？不可能。乃是被，

跟耶稣带着我们一同这样，也就是保罗所说的“身上常常带着

耶稣的死”。祂说我们为耶稣的缘故，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

常常将自己置于死地。这一个是生命的道路。虽然在第七章

里头只有两节经文，但是很深奥，这是很深的。第六件就是

讲到生命的果子。你要看真假，不论是使徒、先知，或者牧

师、传道，你要想分辨他们的真假，就是要看他们的那个生

命的见证、生命的果子，他所活出来的。而不是因为他的衔

头、他是牧师、他是使徒，这就是真的了。主耶稣特别讲到

在这末后的时代，就会有假先知、假使徒，甚至于假的基督

起来。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耶稣给

我们一个分辨的原则是看他们的果子，看他们生命的见证，

看他们所活出来的。我觉得传道人、牧师、使徒，那个家庭

的见证很重要，就是他跟夫妻的关系，他的儿女，他所生养

所教养的儿女。这个《圣经》里面有规定，那些监督要被按

立的话，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无可指责，而且儿女都

是端庄、恭恭敬敬的，都是被教养去爱主的。凭他的果子就

能够认出来。不要认为所有的使徒、先知都是真的，这样我



	

	

们很容易受欺骗。然后，接下去我觉得第六件事很重要，就

是讲到遵行神的旨意。耶稣特别讲到奉衪的名传道、医病，

赶鬼的，这些你要记得，都是牧师、传道、宣教士，或者是

传福音者，当然使徒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了。他们都可以行神

迹、奇事，医病、赶鬼，但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第七章里

的第六件事说，耶稣说：“除非你做这一些，是按着神的旨意，

是遵行神的旨意”。意思说是神要你去做的，是神藉着你做的，

不是你照着你自己，也不是你利用主的名或者是圣灵的能力，

你来为自己来建立什么，都不是这一些。耶稣说：“唯独遵行

神旨意的，才能够蒙悦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00 一 1：10  

    最后一点就是第七点，讲到根基就说：我们信仰的根基

必须是建立在主的话，我们听见主的话，领受我们就去行。

耶稣说：这就是好像聪明人盖房子，它的根基是盖在磐石上。

因为神就是永远的磐石，祂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如果我们的

信仰信的每一点都是以祂的话为根基，是建立在祂的话语上，

圣经的话语上，我告诉你们这房屋是直到永远的，也就是我

们属灵的产业。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富足是永远的，因为是

在基督里面，因为是建立在他的话，因为基督就是永久的磐

石，祂的话意思是永久的门，建在他的根基上。可是另外如

果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没有去遵行，没有



	

	

把祂完全这样领受，那耶稣就说这就像愚昧人。你盯着房子，

你盯得到吗？你也在那里盖房子，但是你没有行在其中，也

就是说你盖的这房子根基是在沙土上面，你想沙土上怎能么

能够存什么东西呢？风吹雨淋它就倒了，而且他说倒的很厉

害。那就是说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你就跌倒，而且跌倒的很

厉害。这时候马太五、六、七章，总的来说耶稣讲就是内在

生命的建造。有的人除了说五、六、七章是耶稣的登山宝训，

也有的人说是天国的律列，我们也可以说是天国子民的他的

特性。我也可以说是基督徒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还有在

人面前如何的这样行事为人，这都是五、六、七章，但是不

是外表，是从里面出来。所以第五章，一开始耶稣就讲到心

的问题，虚心啊、哀恸啊、饥渴慕义呀、柔和谦卑呀，都是

讲内在的。这样的人才是蒙福的！我想我们从下一周开始，

我就比较细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来讲，第五章、第六章、第

七章，我把它都列诚每一章都有七件事情。都是跟我们信耶

稣信的对不对，或者说该怎么样做基督徒，基督徒该有的生

活、内在、外在该怎么样，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有

很清楚的这样的教导。就是我再说不是我们能够做到，乃是

这一位的主祂的内容、祂的性情就是这样，只有祂在我们里

面。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才能活出马太五、六、七这三章

耶稣的教训。 

    我想我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下面还是由她们两位牧师



	

	

来照着圣灵的带领，来给弟兄姐妹有些服侍，或者带领你们

怎么样来操练？怎么样来进入？进入耶稣所教导的这些宝

贵的教训的里面。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她们两位牧师。是郭牧

师，赖淑芳牧师。凤莲牧师好像五、六，她可能在别的地方

领会，不过她说如果能赶来，她也会来。把下面的时间交给

你们两位，郭牧师，赖牧师。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听见牧师对马太福音五、六、七三

章，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相信接下来，他讲的从下个

礼拜开始他会比较详细的用这些经文来跟我们分享。但是一

开始他提到的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是里面耶稣，

就是我们信耶稣是信到里面去，这耶稣必须是在我们里面的。

你可以感觉得到，而且这个耶稣会活出来，从我们里面活出

来。别人也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件很确确实实的事情。那我

们这一期因为还有一些新参加的人。我们不知道今天在场的

有几百个点的同学，是不是你每一位都已经很确定你里面有

一位复活的耶稣在你里面。你怎么知道呢？就是这位复活的

耶稣是以灵的形式，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你怎么知道呢？你是不是会常常听到祂对你说话。读圣经的

时候，你会有感动，祂会跟你说话。你某一天读到好像，哦

今天神藉着这节圣经跟我说话，今天神藉着这一节圣经回答

我的问题。当我们在做事情，或者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教导，

或者指责，或者提醒的时候我们里边也会回应。在我们听道



	

	

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被感动，好像今天牧师就藉着某一段话、

某一段经文，或者某些劝勉在跟我说话。假如是有这些感动，

或者我们有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或者指责我们，当我们有

这些经历的时候，那说明里面有圣灵了。或者有时候我们敏

锐一点，我们有时候好像迟钝一点。有些人说好像神在某一

段时间常常跟我说话，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好像没有感觉到了，

那这些可能我们有时候我们敏锐一点，有时候我们迟钝一点。

但是只要有，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而且当我们去遵行圣

灵跟我们讲的话。对我们的提醒，或者是对我们的责备，我

们该认罪的时候就认罪。他吩咐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做的

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主就会活出来。有时候不一定

是针对我们某些要去做什么事，或者要去选择什么？很多时

候是关于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圣灵会有个提醒。比如说我

们心里有妒忌了，或者是骄傲了，沾沾自喜了，或者是说对

别人的反应不是从圣灵来的。比如说人家讲我们什么，我们

就心里非常不高兴。 

 

1 :10-1 :20 

   或者是在跟人计较，所有的这些都是圣灵很深的工作，

要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道路。那假如有这些，我们就更加证

明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新、改变，让我们像耶稣的工作。

就是所有这些都说明复活的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到



	

	

底有没有，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我曾经有，但是最近好像比

较没有了。这一些我们都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让祂来光

照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要更加奋起直追，来追求。

或者是我们好像还没有，那我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重生了

没有？我更是要重视这个问题了！假若没有那是很可怕的事，

刚才牧师说，你连得救没有都是个问题。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有旧的同学，也有一些新的同学，假

如我们有了，那感谢主。假如我们不确定有没有，我们现在

还有机会，还是可以来追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大家在神

面前还是要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自己来求问主，我们自

己也求圣灵让我们来省查，我到底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复活的

耶稣在我里面没有？像刚才牧师讲的，或者我分享的，假如

你有那一些经历。假如没有，那我们真的是要恳切地来神的

面前，恳求说：“复活的主，我求你今天就来住在我里面。”

我们现在有一点安静的时间。 

   （安静中……） 

    我相信在我们的学员当中，大部分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

都是经历过圣灵的工作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我刚才所讲

的，有时候我们敏锐一点，有时候会迟钝一点。所以我们还

是常常需要圣灵，我们常常需要更多更多圣灵的充满。 

    其实我信主已经六十多年了，虽然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把

自己奉献给主，但是我可以讲说前面几十年，我没有真的很



	

	

清楚经历圣灵在我里面跟我说话什么。直到八六年，我才被

圣灵充满，从此之后就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呢，有一

段时间我就好像觉得说：哎，怎么这段时间好像圣灵没有跟

我讲话了？我曾经在讲道的时候讲过，然后有人就说：“嗯，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有问题了？”那后来，神藉着在一

个聚会的里面，我在求问圣灵说:“是不是我有哪些地方得罪

神了？神不喜悦我了，所以不跟我讲话了。”但是后来，神很

清楚的回答说：“我并没有不喜悦你，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跟你

讲话，是你不知道！”原来圣灵换了一个方式跟我讲话，我就

以为祂没有讲话了。那时候圣灵提醒我说:“那，某时某日，

我藉着某节圣经在跟你讲话，某时某日我藉着一个感动跟你

讲话。”等等提醒我，哦，原来圣灵藉着另一个方式在跟我讲

话。那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也很高兴说:“其实圣灵一直在

跟我讲话。”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跟我

们讲话，但是我们灵耳必须要敏锐。所以，也就是说，我们

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来跟主常常有密切的连结。 

 

 

1 :20-1 :30 

    那我记得牧师常常会带领,就是有机会就带领我们被圣

灵充满。假如是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我们更需要切切来祈求。

相信今天在安静的时候，也有人会觉得我还从来没有。那就



	

	

是说，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过，还没有听过圣灵跟你讲话的

经历。那我们这时候真的需要切切的向神求，那我们已经有

被圣灵充满了，我们更需要说，祢更多充满我，更多充满我，

每天充满我，时时充满我。我现在在自己安静等候神的时候，

我就是常常求神说：祢来充满我，祢来充满我，更多来充满

我。充满的意思不是说一定得到、有能力去做什么事情。充

满我就是说祢更多让我能够跟祢同在，能够让圣灵在我的生

命中分量更多来掌管我，使我有能力来遵守神的话，使我更

能够很敏锐的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举手，来求圣灵来充满我，好不好？

没有的你更要求，有的我们要求神更多来充满我们。自己开

口在神面前求圣灵来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圣灵更多来

充满我。 

    哦，主耶稣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凭信心来到

祢的面前，向祢祈求。今天在线的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

主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需要圣灵更多的充满，天天的充

满。好像我们的灵耳一直是被打开的，好像我们的心向祢一

直是敞开的，我们能够随时明白神的心意，随时能够听到圣

灵的声音，对我们的感动、教导、纠正、责备。主啊，我们

时时都要，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复活的耶稣才能够在我

们里面活出来。圣灵我们求祢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现在

就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信心里面就能够领受到圣灵现在在充



	

	

满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神答应我们“凡是

祈求的就必得，凡是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你就为我们

开门”。只要我们是从心底里面，真的是很迫切地向祢求，祢

就必定垂听。也许我们现在还感受不到，但是在我们下来的

时候，我们就会忽然领受到，哦，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主

啊，我们向祢求，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因

为我们里面若是没有圣灵，就是说复活的耶稣还没有在我里

面，那我就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这是一个极可怕的事情。

但是我们若是有了，我们没有天天被充满，我们就不能天天

活出耶稣，也许我们就会跌跌撞撞，一天得胜一天失败，这

并不是祢要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更多

被圣灵充满，时时被圣灵充满。圣灵求祢来，垂听我们的祷

告。主，我们感谢祢，赞美祢，祢是听祷告的主。哈里路亚！

赞美主！赞美主！哈里路亚！ 

    唱诗：诗歌《神圣膏抹》 

    我们好像时间到了，明天大家还要预备主日。我们请赖

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主耶稣，谢谢祢把你自己做为一个最贵重的礼物赐给我

们。主啊祢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就是得着耶稣作我们的生

命。主啊，谢谢祢赐下圣灵，就是祢复活的基督住在我们里

面，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教导我们。主啊求

祢教我们怎样默想祢的话，怎样在祢的话语思想、解决，怎



	

	

样在祢话语面前，在一个温柔、安静等候的心中，来不断的

求问、祷告。主啊，求祢每一天当我们读祢话语的时候，赐

下圣灵的光照、调整、提醒，也赐下祢的安慰与温柔，甚至

赐下祢的悔改、认罪，以至于我们整个行事为人，在祢复活

生命的引领之下，慢慢地被改变。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这

三章，五到七章所要描绘的耶稣基督祢的性情，活出祢的生

命。主耶稣，因此我们迫切地恳求祢，每天当我们读圣经的

时候，圣灵教导我们默想，带领我们进深。并且把祢的圣灵

在每日读经深深地来膏抹我们，领受圣灵、领受祢的生命。

祝福所有亲爱弟兄姐妹今天的生命。谢谢主，这样祷告、感

谢奉主的名，阿们！ 

    那我们今天聚会在这里结束，神祝福在亚洲的有一个美

的睡眠，祝福在美洲的有一个被圣灵充满、喜乐充满能力、

快乐的一天。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