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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7日  郭牧师  

00:00-00:30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网校秋季班开学第一周，应该说也是第一天。

那我们今年秋季班时间有一点点改动，我们是九月跟十月。九月是周

牧师跟我讲，周牧师会在礼拜五礼拜六早上，我是在讲美国时间啊，

我是在礼拜五的下午，然后我们是原来有礼拜天下午的课就改在礼拜

五下午，因为后来有很多人就觉得说礼拜天也是很忙也不方便，另外

对澳大利亚来说他们是上班时间，所以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改在

这个时间，希望对大家会方便一点。那么十月份是赖牧师跟林牧师他

们都会讲关于《安静等候神》《与神同在》这些题目。然后我们是每

周一课，就是分三个时间点来讲。因为大家方便的时间不一样，就只

能分开三个时间讲，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这三次。 

那么我们每一次就是每一课虽然分开三次，但是这三次题目跟重

点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内容可能会大同小异，因为有时候圣灵引导，

有不同的见证或者因为不同参加的人、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内容也许会有大同小异，当然题目跟重点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内

容会有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开放，就是说你无论是参加哪一班，

你登记无论是你参加哪一个时间，这三个时间礼拜五、礼拜六，美国

是早上，亚洲是晚上，还有礼拜五下午是亚洲的那个礼拜六上午，这

三个时间你都可以上课，你都可以听，而且我觉得你假如是有时间，

你最好是三个课你都听。假如是你没有时间上那个课，那你最好其他

两个课，你都能够听录音，我们录音会很快出来的，所以就是盼望你

这三个时段的课你都能够听到，那就是更完整。我想我们现在在上线

的人好像还有陆陆续续有人在上线，盼望大家都能够准时，大家都能

够准时我们才能够准时开课。 

九月份我们的题目就是《跟随圣灵》，但是我们因为有些人是第

一，今年我们新报名的有四百多人，连旧生加起来是两千多，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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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四百多个新学生里边，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我们在教什么？也不

知道什么是内在生活？什么是跟随圣灵？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来复习

一下，什么是内在生活？什么是基督徒的内在生活？我们可以说基督

徒有两类：一类是过内在生活的，一类是只是在外面作基督徒。在外

面做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是礼拜天有到教会聚会，甚至有

读圣经有祷告，有些是平时就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只是聚会的时候参

加；有些在教会也有服侍，甚至在教会有很多熟人，交很多朋友，但

是他们每天跟神好像没有什么连结，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些我们就是

称为是在外面做基督徒，在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可能是还没有重生得

救的，就是说他并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在他里边，这些人呢可以

说是基督教徒，因为他们觉得基督，他们不止不排斥，觉得基督教很

好，都是很好，甚至比别的宗教好，或者有些是家里爸爸妈妈已经是

信主的，他们从小就是到教会，但是自己从来没有跟神发生过什么关

系。有时候乖乖的，爸爸妈妈去，他也去，然后觉得不去就不好。那

这些呢，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地位，也看不到有什么工作。

具体来说就是说一个在外面做基督徒的，他原来怎么样，现在还是怎

么样，甚至是说他可能某个时候信主受洗，到现在几年了几十年了，

但是他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别人也看不出他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他是个好人，很乐意帮助人，但是跟耶稣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另一种我们说是在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这些过内在生活的基督

徒就是他们跟神是有关系的是有连结的，常常求问神，知道神的旨意，

照着神的旨意来过生活。不是说这些人就完全了，就什么都好，什么

都对了，可能这些人还是不完全，但是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会知道，圣

灵会告诉他们。当他们知道错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悔改认罪，在神面

前悔改认罪而且改，求圣灵，圣灵会帮助他们，让他们不一样，比如

说他们的生命会不一样。这些我们就说他们是有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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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所谓内在生活，就是说基督活在他们的里面，而且在掌管

他们的生活、生命，而且能够从他们的生命中活出来，就是他们，我

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性格、自己

的脾气，但是若是让基督来掌管我们，就是说知道神喜欢什么，我们

就去做什么；神要我讲什么，我才讲什么；神要我向东，我就向东；

祂要我向西，我就向西，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

基督就会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因为当我们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着

神的意思，那我们活出来就是神的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活出来就像

耶稣。所以我们说过内在生活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

而且活出来，那我们活出来就会像耶稣，这样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

基督徒。 

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可以说才是真基督徒，才是主所承认的基督

徒。假如跟祂没有关系，也不受祂的管理，仍然是我行我素，自己想

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种基督徒不是主所承认的基督徒，也就是《马

太福音》七章里面主耶稣说：“到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来到祂的跟前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祢的名传道，奉祢的名赶鬼，奉祢的名行

许多异能吗？‘“（参太 7：22）就是比一些基督徒还更进一步的会讲

道、会赶鬼、会行异能，但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参太 7：23）

就是说这些人不是主承认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做一个基

督徒，就必须是做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才是一个真基督徒，才

是一个主所承认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一个主所承认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来了解几件事，我怎

么才能够做讨主喜悦的，主承认的基督徒？把基督活出来，活得像耶

稣的基督徒呢？那我们就是说，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来跟随祂，

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说有一些教会总是会提耶稣，当然大家都

会提的就是神，很多人也会提耶稣，那现在很多教会也会提圣灵。但

是怎么个提法呢？当很多人讲见证的时候就会讲说：主耶稣跟我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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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主耶稣怎么引导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不可能真的是四福音里

边讲的那个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看得见摸得到的耶稣，是不是？

像门徒们跟了祂三年多，他们说这位主在他们当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说真的看见耶稣、也亲手摸过祂，跟祂一起吃

过饭，这没有可能，所以只能是祂所应许的圣灵来引导我们。那到底

圣灵跟耶稣什么关系呢？圣灵跟神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常常大家都讲神是三位一体，就是父、子、圣灵，那父是怎

么一位父？子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在《约翰福音》

第四章，当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祂这么讲，祂说：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

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神是个灵，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

祂。”（约 4：23-24）这个‘心灵’其实就是灵，在原文跟在英文都是灵，

就是 spirit，我们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可能中国人叫做灵，太玄了，

很难理解，所以就加上心灵，我们总是说心灵心灵，结果很多人理解

心灵就变成只是心，我们用真心来拜父。特别是说，‘心灵跟诚实’那

就是要用真心很真实的来拜祂，当然诚实就是真实。真心没错，我们

必须是用真心，但是不只是我们有真心，而且是要用我们里边的那个

灵，灵的部分来拜神。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承认说我们

是有灵、魂、体三部分，那么只有灵这一部分是能够来敬拜神的，而

灵这一部分只有跟神所赐的圣灵相通，我们才能够来敬拜神。我们知

道说即使是动物，我们也看到说，猫跟鸡是不能同化的，它们鸡有自

己的语言，它们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很多时候就是说，当一只带头

的时候，其它的就会跟上，因为它们也有它们之间的语言。我们看到

蚂蚁在搬东西的时候，它们，哇！有时候一大串，一大串，有时候中

间那两个好像会在交投结语， 它们之间有它们之间的语言，你说蚂

蚁怎么会去到哪一个地方搬东西？不是说它们一大队同时就到哪里

同时就退，那么总是有一个可能先去探，让人知道那里有地有什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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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然后回去报告那一大堆蚂蚁就跟着来跟着来，那么它们中间还有

交投结语，可能是这种：噢，那里还有可以继续去，或者说没有了，

不用去了“。这样它们就有它们的语言，我们跟它们就没有办法沟通，

因为我们不同的生命没有一样的语言，所以说必须是同一样东西才能

够相通。所以‘神是个灵，’我们拜祂的也只能够用灵，这里讲到神是

个灵。 

另外一节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六到二十

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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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却认识祂，因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14：16-17）

十八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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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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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这一节圣经就是讲到主耶稣说，祂升天去了，祂会求父，

父就派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灵就在这里‘真理的圣

灵’就在这出现。而在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

必到你们这里来。“（约 14：18 上）这分明就是讲祂刚才讲的那个保

惠师，是真理的圣灵，又说衪不撇下他们，祂去求神派保惠师来，祂

去了就还要回到他们这里来，那回到这里来其实就是这位保惠师，就

是祂自己的灵回到这里来。再以后我们在《行传行传》很多地方看到，

门徒们在祷告的时候或者在教导的时候都会提到‘耶稣的灵’——其实

就是这一位’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有很多时候我们称为‘神

的灵’、‘主的灵’：在旧约是‘耶和华的灵’、‘神的灵’;在新约很多时候就

是‘耶稣的灵’、‘基督的灵’、‘主的灵’。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提到主的灵，《哥林多后

书》三章第 17 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里就说门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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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的知道，主所派来的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其实就是主自

己的灵！祂原来道成肉身在世上，祂出来传道之后跟他们一起有三年

多，后来祂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但是祂的灵下来了！祂

的身体不再出现，但是祂的灵下来与门徒同在！所以门徒们就觉得主

好像没有离开他们，仍然在他们当中，一直引导他们，告诉他们，给

他们能力，所以主真的是没有撇下他们为孤儿，(参约 14:18 上)但不

再是那一个有肉身跟他们在一起的耶稣，而是祂的灵，耶稣的灵，主

的灵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灵，神是个灵，主也是灵。祂当时是为了道

成肉身在人当中有一个身体，(参来 2:14 上)祂可以体验当有一个身体

的时候，会有多少的软弱，在试探面前会有多难应付，会多么容易犯

罪。所以祂特别能够怜恤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祂特别的能够怜

恤我们。(参来 4:15 上)但是因为祂自己是神，祂有一个圣洁的生命，

所以祂自己不会犯罪，祂受试探的时候祂没有跌倒，祂没有软弱的要

犯罪，(参来 4:15 下)祂这个肉身完全是为了跟我们认同，能够体验我

们有多难胜过那个罪恶。而且祂成为肉身，才可以来替我们，代替我

们的软弱，来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参太 8:17 下)但是祂本身其实祂也

是个灵。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其实有时候我们

不如讲说三体一位，因为明明讲说神是一位嘛，其实就是一位。你讲

神也好，讲子也好，讲圣灵也好，其实是一位神，都是那一位灵神。

因为明明神就是个灵，没有人看过，没有人看过神，就是那位父神，

(参约 1:18 上)有人说摩西不是看过祂吗？其实摩西也没有清楚的看

过祂。你叫摩西说神是怎么样，他也讲不出，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神

经过他，从他面前经过。 (参出 33:20 一 23)所以的的确确是没有人

见过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个灵，(参约 4:24 上)可以说祂并没有真正的

形体。但耶稣也是灵神，也是个神，圣灵当然就是灵，所以这三位一



Page 7 of 20 

 

体其实就是一位神，就是一位真神。当我们敬拜祂，我们来敬拜祂，

我们要跟祂有交通，都必须是用灵，来跟祂相通，来敬拜祂。(参约

4:24 下)而引导我们的也是灵，是圣灵。(参罗 8:14 上)因为神不再像

旧约那个时候，在山上很大声，好像雷轰啊，闪电呐，那些以色列人

都怕的不得了，不敢听，不敢近前，甚至跟摩西说:“哎呀，你一个人

上去听就好了，下来跟我们讲，我们不敢听了，我们走远一点好，” (参

出 20:18 一 21)真的怕随时都会被雷被闪电打死。我们新约的基督徒，

更没有人说他听过这一位父神用这样的方法来跟我们讲话。 

主耶稣也不在了，有身体的主耶稣也不在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

说:真的面对面听到主跟我们说话。但现在到底是谁在引导我们呢？

其实就是这位圣灵，就是这位圣灵。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跟随圣灵，其

实就是跟随这一位:主求父派下来的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参

约 14:15 一 16 上)也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灵，祂会对我们说话。 

我们现在网校的旧生，就是已经参加过一两年的，而且真的是进

入的，已经在过内在生活的，我们很多都已经有经历，圣灵怎么跟他

们讲话、怎么责备他们、怎么教训他们、怎么引导他们，都是这位圣

灵。 

我们今年有一些新生，你要来过一个内在生活，你要过一个跟原

来不一样的生活、很丰富的生活、不犯罪的生活，那也就是说你要来

学习怎么样来跟随圣灵，圣灵会引导，会引导我们、会跟我们讲话、

会启示我们。(约 16:13 一 15)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祂会责备我们;

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祂会责备我们;当我们讲了不该讲的话的时候，

祂会责备我们;当我们该作见证而不作见证的时候，祂也会提醒我

们;(参约 16:8)就是说都是这一位圣灵，祂会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必须跟这位圣灵发生关系，我们必须相信祂

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在上课的是不是全部都是基督徒？我相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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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会参加我们的网校。那假如你是基督

徒，你是真心信主的基督徒，你就必须相信说:你里面会有圣灵，因

为这是主答应的。《约翰福音》14 章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

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而且

说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

你们这里来，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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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约 14:16 一 20)。 

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接受祂作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做决志

祷告，求耶稣接受我们，（待续） 

00:30-1:00 

那么圣灵就会来到我们的里面。当圣灵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祂

就不再走了，祂永远在我们里面。(参弗 1:13 一 14) 

主耶稣讲的说，祂在父里面，我们在祂里面，祂也在我们里面，

这是怎么了？(参约 14:20)就是因为这位圣灵！因为主耶稣是灵，神

也是灵，这个灵来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就跟主连结起来了，就永远不

分开了，(参约 14:17 下)除非我们自己犯罪，不要祂了，(参来 3:12)

犯不可赦免的罪，(参约一 5:16)也不认罪，(参约一 1:9)或者是我们

不要祂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跟祂分开。祂答应要住在我们里面，祂

是只要我们仍然要祂，即使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时候犯罪得罪祂，但

是我们心里很痛苦很痛苦，我们不是不要祂，我们还是要祂的，祂就

不会离开我们！(参赛 57:15)所以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里面就会

有圣灵，因为这是祂应许的，而且神已经作的，这是不能否定、不可

怀疑的事实！只要祂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常常跟随圣灵的

生活。而且祂在我们里面，祂就可以引导我们，祂就会对我们说话，

祂也会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改变。而且圣灵来，我们若是知道说:

圣灵在我里面，这位圣灵不是来给我们使唤的，不是像那个什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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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灯，我们要它做什么，它就变给我们，而是要来做我们的主，来引

导我们的。 

曾经有倪柝声弟兄他写过，他的书里面写过一个老弟兄。倪弟兄

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有一些人信主，其中有一个老弟兄很高兴，

就接受主了。接受主他就:哇，天天很虔诚祷告，也觉得很喜乐很喜

乐，读圣经、祷告。那么倪弟兄传福音可能过几天完了他就离开了，

到别的地方去了，而这个弟兄有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请教谁，但是他

有祷告，圣灵就会引导他。有一天他吃饭的时候，就要作谢饭祷告，

他平时作谢饭祷告都很特别的喜乐，很流畅的就作祷告，但是那一天

他要吃饭前就叫他太太说:拿点酒来。33 他就喝酒，因为他喜欢喝酒，

常常在用餐的时候要先喝点酒，那么那个时候他太太就帮他倒了一杯

酒，还是一大碗酒，然后他就想说:啊，很高兴要谢饭祷告。他说:哎，

很奇怪，就是祷告不出来，他觉得很纳闷，再试还是要祷告，但是还

是祷告不出来，试了几次还是祷告不出来，他心里就想：哎，是不是

这个酒有问题啊？他就叫他太太说:拿开拿开拿走拿走不喝了，他太

太把这碗酒拿走，哎，他就再做谢饭祷告，就很高兴、很喜乐、很流

畅就祷告了，他就说:噢，大概是神不要我喝酒了。 

所以过了不久，倪弟兄再到他这里来，他就跟他讲那一天发生的

事情，他说:很奇怪，我平时谢饭祷告都很流畅，但是那一天就是说

想喝酒，结果太太就倒了酒，我要祷告就祷告不出来，结果我说:把

酒拿开，把酒拿开，拿开之后，好像是我里边那个当家的不要我喝酒，

觉得好像就是有某些地方不对了，不对头了，所以我叫太太把酒拿走，

结果拿走之后我就能祷告了。他说:好像是我里边那个当家的叫我不

要喝酒。倪弟兄跟他说:这就对了，你以后无论做什么事，你就常常

询问你里面当家的，你里面这位当家的怎么告诉你，你就怎么做就对

了，就保准没错了。其实你看他一个老人家，没读多少圣经，没上过

神学，但是他从一位知道圣灵的工作，有教导圣灵的传道人听到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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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他就领受了圣灵，这位圣灵就成为他里面当家的，就引导他各样

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喝不喝酒也会引导他、禁止他，叫他不要

做，所以这位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要来做我们当家的，不是给我们来利

用的。 

现在有一些人讲圣灵，就是只要好像只要圣灵的能力，特别有些

极端的圣灵派，他们只要利用圣灵的恩赐，他们并没有多讲、常讲教

导、教导人要来怎么顺服圣灵，让圣灵来成为他们当家的，来引导他

们、来督促他们的日常生活，来禁止他们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而只

是一味的追求能力、追求恩赐，这好像是要利用圣灵的能力，而不是

要来听圣灵的引导，那这个不是我们过内在生活所讲的、我们要来跟

随的这位圣灵。所以我们说:你必须知道说我们要敬拜神，是必须用

灵，(参约 4:24)必须是跟圣灵相通，是圣灵来教导我们怎么来敬拜神。 

其实我们敬拜神，我记得我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母跑到乡

下去，我是在乡下出生的，那个时候在乡下那些乡下人称我们信耶稣

的人说是:拜上帝，就是说是拜上帝的，是拜上帝的。就是说，我们

信主耶稣就是来拜这位神的，拜这位神，什么叫做敬拜神呢？我们这

个拜不是说像那个拜偶像的人，去烧香啊，这样就拜拜……，这样就

叫做拜。我们敬拜神是:跟祂之间有沟通，有连结，知道祂的心意，

知道祂的旨意，遵从祂的旨意，常常尊祂为圣，听祂的话， 愿意照

祂的话去做，使得神心满意足，使别人看到就归荣耀给神。我们无论

做什么神就得荣耀，这个叫做敬拜神。敬拜神，就是必须是用灵，也

就是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灵，怎么样来敬拜祂。我们怎

么能够敬拜祂，才是主耶稣所讲的：“用灵跟真实来敬拜神。”就是我

们相信，祂使我们的生命是会改变像耶稣，人家看到我们就羡慕，就

归荣耀给神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敬拜神。 

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过一个跟主连结，我们要来常常听到

祂的声音、祂的话，就必须是认识圣灵，必须是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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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要知道祂怎

么引导我们，我们心里必须相信。必须相信祂就在我们里边，祂就在

我们里边。只是说我们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听到祂跟我们说话。

好像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祂好像是活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相信！我

们相信，然后我们还是没有经历，我们可以来向祂求，当我们向祂求

的时候，祂一定会给我们！我今天下午呢，我就在向神求说：“神呐，

我们讲圣灵，我们讲要跟随圣灵。当我们这些学员，不管是老的新的，

我们必须是有被圣灵充满，真的经历到这位活的圣灵，我们才能够跟

随圣灵”。所以我向神求说：“求你让我们这些学员都能够被圣灵充满，

都能够。甚至我们就像当彼得到哥尼流的家，就是该撒利亚有一个百

夫长叫哥尼流，他很敬畏神。然后神要把救恩赐给他们，因为当时他

们还不认识耶稣，他们真的是一个敬谦拜神的人，常常周济穷人。所

以神就想把救恩全部的救恩给他们。所以天使就去跟他说：“你去到

一个叫约帕的地方，去请一个叫西门彼得的来，他可以把救恩传给你

们。所以他们就去请彼得来，然后彼得来了之后，在讲道的时候，那

个圣灵就下来了”。我说：“主啊！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学员在听课的时

候，圣灵就下来，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从此就知道怎么跟随

圣灵了”！ 

我们被圣灵充满，大家不要以为说，有很多有一些灵恩派的人讲

圣灵充满，讲的大家有点怕怕的。有些人就讲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讲

方言。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多被圣灵充满的人，

第一次发生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都是讲方言。在五旬节的时候，圣

灵充满那些门徒的时候，他们都讲起方言来。彼得在哥尼流家讲道的

时候，圣灵降下来，圣灵浇灌下来，那些人也是讲方言。还有在别的

地方，当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信了主，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圣灵充

满。当彼得、约翰去跟他们按手祷告，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圣灵降

下来他们也讲方言，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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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灵充满也是讲方言。但是不是说，每一次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第一个发生的现象就是讲方言。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大马色的时候，

他在那个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大光照耀他，他眼睛瞎了。等到他

去到大马色，主差派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叫他被圣灵充满。当时并

没有说保罗就讲方言，而是他的眼睛就看见了！他的灵眼就被打开了，

他眼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了！当时的保罗不只是说原来看不见，现在

又看得见。他不仅是外边的眼睛看见，他里边的眼睛也看见！他认识

主耶稣了！他知道这位主耶稣是他唯一要相信，以后要服侍的主耶稣！

所以说他并没有记载他讲方言。 

我自己被圣灵充满，我是八六年到美国，在一个教会的图书馆借

了一本好像是江守道弟兄编写的那些属灵伟人传记的汇编，里面有讲

到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之后大有能力。其中有一个

慕迪牧师，就是芝加哥很出名的布道家。他在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

有一天，他本来讲道就很有能力很有能力。当时他教会里边有两个圣

灵充满的姐妹，她们觉察到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就拼命为他祷

告，拼命为他祷告。每一次他讲道的时候，就坐在第一排为他祷告。

当然有她们的代祷，圣灵是有大大的做工的，即使他本人还没有被圣

灵充满，但是圣灵还是做工。所以还是很有能力，还是很多人信主。

但是她们还是拼命地为慕迪牧师的圣灵充满祷告。那么有一天慕迪牧

师去到不知道是华盛顿还是纽约，要去带领聚会的时候。他走在路上，

忽然之间圣灵临到他，他被圣灵充满。他当时他形容他自己，就是他

觉得整个世界在天平上，跟现在他的经历，跟这位好像活过来的主，

在他里面的经历，整个世界只是好像一颗小灰尘，什么都不重要，什

么都不重要！好像他以前的，连他以前的事工好像都不重要！就是现

在他这位主，宝贝的，他当时他说他不能在那个马路上走，他赶快拐

到一条小巷里边，就是要去享受那个主的同在，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经历。所以我们看到他也没有当时讲方言，只是那个活的主，在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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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活起来了！他觉得太宝贵，太宝贵了，那个感觉都没有办法形容了，

就是这样的。还有像芬尼，他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使得他里面，感

动得他就一直要哭，一直要哭，哭了几天几夜，就是停不了，就是那

个圣灵的感动，所以也没有说讲方言。 

我自己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怎么被圣灵感动，很

多人怎么被圣灵感动，神在他们里面活起来了，然后他们觉得：不一

样了！整个生活不一样了！信仰不一样了！他们所信的神不一样了！

这个“不一样”不是说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活起来了。不是他们信

心里面相信的神、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字面上的神、不是他们信心里面

信的神，而是真的活的神！他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神！我当时就是看

这本书，看这本书，我忽然有这么一个感觉：神活起来了！我读的圣

经也活起来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在这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跟主很亲近很亲近了，主也在引导我，

很奇妙地在引导我。但是跟那一天的经历不一样。好像所有的都活起

来了、圣经也活起来了、我祷告好像主就在我面前，而且我知道祂现

在就在听。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灵耳就被打开，就能够听到圣

灵跟我讲话。接着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常常听到圣灵跟我讲话。你

会听到一个很奇特不一样的，好像是我们耳朵听见，又好像不是这个

耳朵听见，但是明明有一句话，有人在讲话那种感觉，是圣灵在跟你

说话那样，从此就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所以，你一定要来追求被

圣灵充满。你不要以为人家说：“非要讲方言不可。”也许你现在已经

有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但是你还没有讲过方言，有圣灵引导你就是

有圣灵了。你可以向神求方言，可以向神求方言说：“我也要！方言

既然是圣灵的恩赐，我也要。” 

另外就是说有些人讲：“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身体发抖、抖啊、

抖啊；或者是倒在地上滚啊、滚啊。”有些人就是觉得很可怕，到底

是圣灵还是邪灵啊？有些人会吐啊等奇奇怪怪的表现。但是我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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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要求圣灵充满；要会顺从圣灵；要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我

们第一就是要相信---祂已经在这里，只是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祂真的是

活的，在跟我讲话。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来求、来向神求，求祂说：“祢

来充满我，祢来充满我，让我真的感受到圣灵就在引导我。”你甚至

可以求说：“我要听到圣灵的声音、听到圣灵跟我讲话。很多人作见

证说‘圣灵跟我讲话’，我怎么没有听到圣灵跟我讲话？”这些我们都可

以来求。当我们来求的时候，神会给我们！有时候，我们一求几天就

有；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求几个月；甚至我们可能求几年。但是只要你

相信，你就可以开始来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 

因为你没有很明显的圣灵充满的经历、你没有很明显的讲方言、

或者没有很明显的听到圣灵跟我们讲话的声音，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位老弟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给我们

一个平安、不平安的感觉。这个是你已信主；你真的信主；你真的愿

意顺服神。 

什么是信主呢？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相信自己是个罪人；我需

要被救赎，我需要耶稣来代替我的罪所受的刑罚，使我的罪能够蒙赦

免；我信祂，我是要祂来作我的主；我要顺从祂；跟随祂；过一个在

祂旨意中生活；过一个讨祂喜悦的生活。 

所以，当你是真的这样来信主的时候，祂就已经在我们里面了。

你即使还没有听到祂跟你讲话的声音，或者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圣灵

充满的感觉，但是祂就已经在我们里面，祂会用平安、不平安来告诉

我们。比如说，那位弟兄他想喝酒，他里面就不平安，连祷告也祷告

不出来。我们有时候想去作一件事，或者是作一个决定，我们里面会

有不平安，当不平安的时候，要去作好像觉得或者等一等、等一等，

好像还不确定是不是该作，里面有个不确定，就是有点不平安，当我

们有个不确定，有点不平安的时候，你就先不要作，再祷告、再祷告。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已经有些不平安了，祷告祷告又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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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要留意、要小心，你最初的那个不平安可能是从神来的。但是

你自己很想作，你要祷告到神来同意你，可能有时候会祷告祷告真的

好像平安啦，去作了。这个就有点像巴兰，神明明不要他去摩押王那

里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已经告诉他说：“不可以，这些民是我所祝福

的，你不可以去咒诅他们。”（参民 22:12）那么，摩押王第二次拿更

多的钱来让他去，他看到那个钱哪，眼就亮了，就心里想：怎么可以

错过机会呢？他就再去求，再去求，这个时候神说：“好吧，你去吧。” 

(参民 22: 20)但是我们知道神并不喜欢他去，不要他去。所以祂就在

半路让那个驴子不让他过去。所以你要小心，当你已开始灵里是不平

安的，你再祷告，再祷告，祷告到唉，觉得好像平安了，你要非常地

小心，第二个平安可能不是从神来的。除非你心里真的很愿意顺服神，

你真心的跟神说：“我只要祢的旨意，不要我自己的意思。”像主耶稣

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那样说：“‘不要我的意思，只要祢的意思。’（参

太 26:39 下） 虽然我很想很想，但是若不是祢喜欢的，（待续） 

1:00-结束 

但是若不是祢喜欢的，我不要，也求祢帮助我能够不要。那我刚

才的不平安若是从祢来的，祢再一次来印证，祢再一次来印证”，那

么神会清楚地印证说这真的是不好，不要去，神可能藉着仍然是不平

安，或者是我们读到某一节圣经，哇！真的不能啊，不能做这件事啊。

或者是有人跑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祷告，或者是他有什么见证，我

们一听，哦，这正是好像神对我说话，很清楚的对我说话：不能。所

以我们要留意里面圣灵的引导，可能是某一个不平安，那我们就是要

顺服。就像这个初信的老弟兄，他祷告不出来，知道说一定是某些事

情不对了，那么他就赶快把那个酒拿开，里边就顺了，里边就通了，

就能祷告了，所以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我们。那么我们更多地要

求，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更是丰丰满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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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 1 章里讲神在创

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要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赐给我。“祂在基督里曾

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参《以弗所书》

1：3-4），神其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而且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

就享有各种属灵的福气。我们就是来向神求，求圣灵，充满我们，充

满我们：“主啊，我要跟随圣灵，我必须有圣灵来充满我，我必须要

听到圣灵的声音，光一点平安不平安我还不够，我要更多、更多，我

才能够样样都能够听祢的，样样都能够顺服，我才能够活得能够像耶

稣”，那我们就来向祂求，向祂求，祂就必定会赐给我们！ 

好不好我们现在大家就闭起眼睛来，我们在心里先向神求说:“主

啊！我要，因为我们今天的课讲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真基督徒，要做一

个神所喜悦，耶稣所承认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过内在生活，而我过

内在生活，我必须会顺从圣灵，我必须就是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

因为顺从圣灵，就是顺从神，我们刚才提到的顺从，顺从，因为神是

个灵，所以神是一位。主也是灵，主就是那灵。圣灵其实就是主的灵，

神也是灵，圣灵也是神的灵。所以我们顺从圣灵就是顺从神，就是顺

从主，我们过内在生活必须顺从主，顺从神，顺从圣灵，顺从这位现

在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所以我需要这位圣灵就是活的，能够天

天对我说话的，能够时时事事都引导我的，我要这样一位活的圣灵，

我要经历到祂，我要经历到祂，我知道我相信祂就在我里面，因为这

是祢说的，也是祢已经做的，我要祢！祂就不会离开，祂在我里面，

但是我还没有经历祂，我要经历到祂，我要经历到祂，主啊，我请祢

来，让我要经历到祂。”我们切切地在神面前这样祷告，祂就会让我

们经历到，祂就会让我们经历到！我们现在自己来向神呼求，你假如

是一个人，你就可以大声，你假如是两个人，你就可以大声来呼求。

或者你们是小组，你们可以一起大声地向神呼求，或者你也可以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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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心里面，就像:“主啊！我要我要！”，你甚至流泪地向衪要:“原来

要圣灵这么重要，这么重要！我过好多年的基督徒生活，我都还没有

经历到祂。我要祂！我要祂！其他人都有了，我怎么还没有？我要……！”

你向神要，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向神要，祂就会给！ 

唱诗:“主，我要你，主，我要你，主，我要你，耶稣，我要祢，

切切地要你！……”。我们要用心求，切切地求，神是听祷告的主。 

现在周师母跟我们在一起，我有个感动，求她来为我们祷告。她

是 50 多年前就被圣灵充满，当时她和牧师去一个教会，有讲圣灵充

满的教会。师母因为非常地单纯，非常地要主，心灵饥渴，所以她就

比牧师先被圣灵充满。师母是非常爱主，非常地单纯，我们的周妈妈，

所以我想请她现在来为我们祷告，大家可以站起来，举起手来。周师

母:“赞美祢！赞美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祢，主

耶稣，我要祢！！！主耶稣我要祢！！！祢住在我们里面，祢来就近

我们！噢，我的主，我们个个被圣灵充满，祢来就近我们！！！哈利

路亚！方言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噢，主我要祢！我要祢！”

你自己也是这样求！她替我们求,“我要祢,我要祢,圣灵我要祢，。阿

门”。周师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祢要把祢自己赐给我们,

我们就多多得着祢，我们就会更渴慕祢！哈里路亚!哈利路亚!谢谢祢!

渴慕祢!渴慕祢！谢谢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刚才自己祷告、或者师母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人有

一些领受？或者是不同的感觉？或者你感觉到圣灵充满你？有没有

人？可以举手，但是今天祷告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祷告、或者是师母

祷告的时候，你觉得有一点平时没有过的感觉或者经历都好，有没有？

勇敢的！姐妹：刚刚周妈妈求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在这样的祷告中，

圣灵充满在我里面，那个极大的平安就在我里面。所以，我也一直跟

主在祷告：“主啊！我也要像周妈妈一样渴慕要祢，”这是一个被圣灵

充满的、一个极大的渴慕在我里面：要耶稣，要得着圣灵！谢谢郭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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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要耶稣，很深很深要耶稣在我里面!”郭牧师：比以前不一样的就是

很强很强是吗？姐妹：对。郭牧师：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要,

祂就会给! 

我们前两个礼拜 8 月 23 到 25 号，我住的那边有一个我们网校

同学的一个退休会。我们邀请了一些没有在网校里面的一些配偶都一

起参加，有些人在聚会当中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最特别的就是临散

会、临告别之前的十几分钟，我们一起唱歌啊！跳啊!然后拉起手来，

就那个时候，临告别前的十分钟，就有人经历到不一样的。有个姐妹

她以前在长老会很多年，她也来我们当中。已经在我们等候神小组一

年多,但是她平时一直都没有特别的感觉，后来她分享就在我们手拉

手唱歌、拥抱、告别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全身有一股热流经过她，这

是她一辈子没有过的经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她感受到

圣灵在她身上，让她经历到不一样。但我相信这位姐妹这只是一个开

始、一点点接触圣灵的经历。我相信只要她继续渴慕、继续跟随，圣

灵在她生命中会做很多很美的工作，真正进入内在生活，整个生命会

不一样，会更平安、更喜乐、更有能力。 

我跟大家讲今天讲课的重点，我们这个秋季班，就是会讲跟随圣

灵，什么是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就是跟随神、就是跟随主。跟随圣灵：

就是常常明白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照着去做，这就是跟随主。我们很

多教会,我们会提说跟随耶稣，我们也有诗歌要跟随耶稣。但是耶稣

已经不在了，你要怎么跟随耶稣？其实就是跟随圣灵，就是跟随耶稣

的灵，就是跟随耶稣！接下来我们会讲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如何跟随

圣灵？跟随圣灵有什么结果？可能有些内容会有重复，但是没有关系，

不会从头到尾重复的，只不过会有些见证重复。你会越听越明白。我

还是鼓励大家，三天的课，一周是一次的课，分三次讲，因为能照顾

到不同时间方便的人，你若是三个时间都能听最好。我特别鼓励你们，

今天早晨周牧师讲的课，你没听的要听录音，这样才完整，就是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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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课都能听，这样更完整。盼望大家能够很用心，而且我们讲的每一

个内容、每一课、你听了就可能往前走一步，我们是这样逐渐逐渐来

的。 

我听说网校网上常常报名的人很多很多，然后人就越上越少，这

是一个很大的亏欠，是自己很大的亏损。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每天都聚

会，起码亚洲早上 5 点半到 7 点。有好几个群每天都要聚会，这些人

进步的特别的快。何况是我们网校秋季班只有两个月，每周才一次，

你不能听三次也要参加一次，你报名的是哪一个时段的，那个时段你

要上课，你不来上，听听你就不来听，是你自己的亏损！盼望弟兄姐

妹能够认真，而且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动要写下来，只要我们认真

不会没有心得的，写一张纸也好、三张纸也好、半张纸也好、语音也

好，给老师知道你得到了什么。一方面帮助老师知道大家得到了什么，

还缺少什么，下一课我们讲什么？希望大家交心得时你要写。感谢主！

大家就是要认真。 

时间到了，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祢！赞美祢!今

天有 100 多个点来参加聚会，主，我相信这些人都是祢创世前已经

拣选的，而且预定在耶稣基督里要给我们各种属灵的福气，要我们活

的比别人更好、活得比别人更喜乐、活着比别人更有能力、活着比别

人更像耶稣。主啊，这些愿意来上课的都是祢的珍宝。祢要借着这个

网校，把各样的福气给他们看见，也要让他们得着。主啊，我求祢恩

待祝福我们这些同学，包括老师，我们都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更多

被圣灵充满。主啊！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

们能够常常明白祢你的旨意，过一个讨祢喜悦的生活，真的能够越过

越像耶稣。在我们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也就是圣灵美好的

果子。主啊，谢谢祢今天与我们同在。祢让师母在我们中间为大家祝

福是何等大的福气！主耶稣，最大的福气是祢在我们当中、祢在我们

当中，在看着这些人，祢自己在点名，祢自己在施恩祝福！在上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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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祢自己就为我们当中很多人在按手！主啊，我们每一刻都要这

样！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主啊！祢祝福这些学员这个学期过后

不一样，有不一样的生命、跟祢有不一样关系！主，我们谢谢祢垂听

我们的祷告，祝福大家!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

的圣名祈求。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