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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晨  2019年 9月 14日  郭牧师 
 

00:00-00:30 

 

家人们，今天是我们秋季班的第 2 课。美中是下午六点，亚洲是周六的早上

七点。感谢主，我们试用新的工具能够成功，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

前，奉祂的名聚会，,衪就在我们当中。先有一点安静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收回

来…………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祢的面前。我们要更加认识圣灵，要做一个顺服

圣灵带领的人。主啊，我们知道，现在祢就在我们当中，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

我们今天来上课，不只是要听道，听到怎么样顺服圣灵？为什么要顺服圣灵？我

们是要得到、明白，而且真的开始过一个顺从圣灵的生活！主，当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边听一边讲，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一边自由的来做工，除去一切抵挡祢、

拦阻祢工作的任何因素。圣灵，我们欢迎祢来在我们当中，自由的做工，自由的

启示。让我们上了这课，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今们在我们加州真的是难得地热天，我不知道现在外面是几度？但真的很热。 

 

我们上一节课讲到说：什么是跟从圣灵？今天我们要分享为什么要跟随圣灵？

我相信有一些同学今天早上，是你们亚洲的昨天晚上，已经有上了周爸爸的课。

那我们再上一节，可能这次会更加相似的，只是给我们再一个提醒、再一个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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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只有好处。我们看几处经文，为什么我们要跟随圣灵？上次我讲到说有一

种是基督教徒，不是真的基督徒，不是耶稣认可的基督徒。有一些是真的里面有

圣灵，能够跟从圣灵；也是合神心意；主耶稣认可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些主耶

稣认可的，合他心意的基督徒，他们过的是得胜的生活。人家跟他们相处就觉得

很舒服，觉得他身上有耶稣的品格，有温柔、有忍耐、有爱心、很爱主，但有些

基督徒不管他是热不热心，甚至有些是在教会是很热心的，当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很难相处，甚至常常会跟人争执，会常常很有自己的意思，非常坚持

自己的意思。这里边就是有顺从圣灵或者不顺从圣灵的基督徒。 

 

我们来看了一下《加拉太书》第 5 章 16 节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

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保罗说‘我说’，就是说我很郑重的说，你们要认

真听，要侧耳而听，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要加以揣摩，要求圣灵让你们明白。

而且你们要去做，我说你们一定要去做，做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当我们放纵肉体情欲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坚持己见，

做自己喜欢的,不管是不是神喜欢的。或者不管别人听不听得进去，不管别人是

否也阿门。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么这样的基督徒 他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必然是老

是给人家，哇！这个人身上有刺，你跟他在一起就是很不舒服，很容易受伤，那

么这种基督徒可以说神也是不喜悦的。因为老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从来没有来问

神要他做什么？神要他讲什么？所以这种就是不是顺着圣灵而行，而是顺着肉体。 

 

“但是我们若是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参加 5:16）

我们这里讲的‘肉体’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而是指我们那个老的、老我的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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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以说是我们魂里边还是活在老亚当里面的那一部分。在《加拉太书》五章

17 节他说:“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

不能作所愿意作的。”在《罗马书》第八章第 7 节也讲到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

是与神为仇。”我们刚才读到《加拉太书》五章 16 节是讲到，当我们顺从圣灵的

时候，我们就不会顺从肉体，那么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17 节，还有

《罗马书》第八章第 7 节这里讲到更严重的就是说:“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那

就是不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顺着肉体去做事的时候，是与神为仇，因为圣

灵跟肉体两个是敌人。”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你顺从圣灵，肉体就没办法，就

不能做什么，它就只好唉声叹气，甚至自己只好垂头丧气甚至去死掉。但是我们

若是顺从肉体，圣灵也奈我们不得，对我们也无可奈何。因为圣灵是很柔顺的灵，

祂不会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邪灵魔鬼，很多时候会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但

是圣灵，祂是很圣洁、很温和，不强迫我们的，很尊重我们自己的意思。但是当

我们不顺从祂，得罪神的时候，祂只会为我们担忧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不

顺从祂，而去顺从肉体的时候，这个时候原来我们就是与神为仇，就是成为神的

敌人了。 

 

你说我们本来是神的孩子，你有没有想过，尽管我们名义上是神的孩子，甚

至是我已经接受祂，甚至我里边有圣灵的，但是我还可以成为神的敌人！这个就

是因为我们没有顺从祂，而去顺从肉体了。当我们不去顺从圣灵，我们去顺从肉

体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抵挡神的，而且是神的敌人了！你说讲到这样的身份是不

是很可怕？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顺从圣灵——就是因为我们要作一个顺命的孩子，

我们不想作神的敌人！假如问我们今天在课上的人，你们愿意做神的敌人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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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谁都说我不愿意，假如我叫大家举手，一定 100%的人都举手，我们当然不想

作神的敌人。但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在作神的敌人，在

作圣灵的敌人。 

 

所以我们就是要反复强调的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说，你们要顺着圣

灵而行，这样你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样你们就不会是神的敌人了，你

们就会是神顺命的孩子了，是讨神喜悦的人了。”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顺从

圣灵，不去顺从肉体。当然我们可能会讲到说：那我们怎么个顺从法呢？当我们

心里有一个感动，当然我们要慢慢学习认清什么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或者不是从

圣灵来的感动。我们认清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我们就要顺服。这个感动有可能是

一个光照，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照出我们在不知道当中、不知情的情况下，我

们犯罪得罪神了。当我们被光照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就是叫我们要去认罪，

我们就赶紧去认罪，是真心实意在神面前痛悔认罪。当圣灵有一个感动，禁止我

们去作什么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里会有一个不平安，当我们要去作的时候，

我们老是觉得好像怪怪的，有点不平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停止，先再等一等，

再求问圣灵，是不是从祢来的拦阻？祢来的禁止不要我去，不要我去作这件事，

假如是，我们就要顺服下来，假如顺服不下来，就要祷告，求主说:“我要顺从圣

灵，我不要顺从自己的肉体，祢来帮助我，祢来帮助我！”圣灵很乐意帮助我们。

当我们想顺从祂，想作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恳求祂，祂很乐意会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一个感动要去做，圣灵叫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只要这样的事情，

是符合圣经的，是不会违背圣经的，而且就是有一个动力，要去做、要去做，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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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去做，而不做心里会觉得不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从。好像当天使、当彼

得看到异象，要去哥尼流家的时候，就是叫他要去外邦人那边，接着哥尼流家的

人就来到门口来找他，这个时候圣灵就跟他说:“这个就是要差遣。”那么他二话没

说，马上就走，马上就跟着那些人走，就是跟他们走。当腓力被差遣到旷野去的

时候，神没有告诉他去干什么，但是就是说要去，他也就顺服就去，去了原来就

是有事工要作，有福音要传，结果他就拯救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财政大臣，

我想后来这个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国家。所以就说有感动的时候，你觉得

有一个动力催促你去，甚至很明显的就叫你要去，你不去也不平安，那我们赶快

就是要顺服。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

体，乃属圣灵了，”后面还讲：“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参罗

8: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就是说当圣

灵——神的灵当然就是圣灵，神圣的灵，当祂住在我们心里，这个‘住’，不只说

就进去住，而是说在我们里边是当家作主的，是来掌权的，是来给我们替我们做

决定的，是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

的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是属谁的问题。所以

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很自然的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也是属于圣灵的，不是属于

肉体的。别人看到也会觉得说，这个人是个属灵人。他无论做什么，他讲话也好，

不讲话也好，你就看他说，这个人不是肉体中的，他是在圣灵当中的，他是属于

圣灵的人。那基督的灵呢，我们知道说基督就是对神全然的顺服、谦卑，祂没有

自己的意思。当祂在世上为人的时候，其实祂是完全顺服祂里边的圣灵。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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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也就是灵，祂有两方面，当祂在肉身的时候，祂是人子，但是祂一方面在祂

的里面祂又是神子，祂其实就是灵本身。所以基督耶稣在世上，祂就是完全顺着

圣灵来行事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一个谦卑顺

服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是属基督的。但是我们若是不像基督，尽管我们里边可能

有灵，或者甚至有些人还没有，那我们有灵但是我们却不顺服，我们就不像基督

的，可以说就不属基督的。 

 

另外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

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当一个随从肉体的人，他心里很注重的

就是肉体的事，或者是世界的事，他终日所思所想也是肉体的事，不是神的事。

不管这些事是人家看为好或者是看为不好，有些甚至是在想，怎么去传福音啊？

怎么建立教会？怎么追求恩赐？怎么勤读圣经？但是这些若不是顺从圣灵的意

思，不是跟圣灵连结，连这些事很多时候也会落在肉体当中。比如说我们读圣经，

读圣经一定是好事。我们一直的劝导大家要多读圣经，你一定要熟，要读透圣经，

要熟悉圣经，不然我们很容易会被蒙蔽，被欺骗，被引诱，有些似是而非的讲法，

我们还不知道，还以为是对的。有些人他传福音或者服侍神大辈半子，很多人很

崇拜，很多人，哇！一提到那个人就不得了。但是有一天他自己说：他要认罪悔

改！因为他过去所做的，可能都不是顺从圣灵的。 

 

我昨天才听到一个姐妹讲，我自己没有亲耳听到过，她不知道是在哪一个聚

会还是在哪个网络上听到是说，Ban ni xin 牧师最近，中文好像是称为辛班尼。

我记得上一次我去中国的时候，有人问说，嗨，你们知不知道辛班尼？我说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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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说，啊？在美国他不出名？后来才知道这个翻译，他们就是姓跟名倒过

来，发音就不一样。辛班尼就是很有恩赐，也的确神使用他医治过很多人的。我

参加过他的聚会好几次，我就看到他很会带领，很会观察，什么时候圣灵来了，

他就开始医治了。他总是让敬拜团队就是一直在那里敬拜敬拜敬拜，敬拜到他自

己知道是神动工了，圣灵来了，那么他就开始出来了，医治了，奉耶稣的名医治

了，的确也有很多人好，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最近说，他要认罪

悔改，跟大家说对不起！说他过去所讲的都是成功神学。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

时候要利用圣灵来做一些事，利用圣灵 do something，使我们好像在那一方面

就做成了，但是很多时候人就会觉得好像是你在做的，而他也没有很好的去教导

人怎么来跟神连结。甚至不一定需要他祷告，我们自己祷告或者我们一些人，我

们小组，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同心合意为某一个弟兄姐妹祷告，那神就

做事了。我们常常在线上，就是有人提出代祷的请求，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就同心

合意祷告，祷告，祷告，有些人就会写一两句话，我们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几，我

们几乎没有什么祷告，神是没有听的。虽然有些人是好像病没有好，是被主接去

了，但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去，这也是神听我们的祷告！让

他没有受什么痛苦！所以我记得这一两年来，我们亲人们彼此的代祷，几乎没有

看到哪一个祷告没有蒙垂听。所以就不一定是说，真的是要一个人显得很有能力

那样，很成功的来做什么事。我们大家一起的祷告，我们凭信心的祷告，反而就

是显出神的作为，显出神是活的，是听祷告的神。所以就说‘随从肉体的人，体

贴肉体的事’。这一些所谓‘肉体的事’，不一定是说属世的啦，跟信仰没有关的，

有时候是跟信仰有关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寻求圣灵的意思，没有把人带到圣灵

的面前来，没有好好等候寻求，让圣灵照着祂自己的意思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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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10:00 

 

比如说我们建堂，我们传福音，我们总是想越多人来信主越好，越多人来信

主就越好。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心意，神巴不得所有人，人人都能够来被拯救，所

以主耶稣到现在还延迟不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真的不是神的心意，

即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讲说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也许心里有时候连自己也不

知道的，只是想说自己要成功，我传了，就盼就有人信，我传了就很多很多人来

信，我的教会就建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说这个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圣

灵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查圣经，若是不来跟圣灵连结，不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

我们确实的知道，神在这里边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到底神

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个人，这一节经文祂什么心意？或者是在永远的救赎计划里

边，这段经文显明了神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心意？我们若是没有顺从圣灵呢，

我们就是读读读读的，看很多的解经书，查很多的资料，很多的背景都知道，可

能我们蛮有知识。我们可以在人面前滔滔不绝的讲圣经，可以教主日学，教圣经，

但是好像自己也没有跟神连结上。我们查完一本又一本，也没有能够把人带到神

的面前来，没有，没有办法把人带到自己来跟神连结！或者让他的生命有改变！

所以我们若是没有从神的心意，无论做什么，哪怕是很属灵的事，可能我们都落

在肉体当中！但是我们是顺从圣灵的，我们整天所思所想，就是怎么样来更爱主？

怎么样更讨主喜悦？怎么样把别人也带来认识主？让他们也觉得：噢，主真好！

主真好！让他们也爱上了主，爱上了基督，也跟主连结上。 

若是你是顺从圣灵的，你只会体贴圣灵的心、主的心。我们有一首诗歌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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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就是：“祢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祢！主！耶稣，耶稣…”我现在唱，

就是说你总是想常常看到主的笑脸，常常看到主的笑脸！你很怕说一不小心，噢，

主不高兴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很难过！你看到别人不讨主的喜悦，你也会很难过

很难过！你只巴不得常常看到的是主的笑容！主对你很满意，主对那些弟兄姐妹

也很满意，主对你带的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很满意、都很喜欢！那你心里就乐了！

这个就是我们体贴主，也是体贴圣灵，终日会所想的、去留意的、去追求的、想

要做到、想要达到的，就只会这些事。就是说你体贴祂，就想要祂喜悦！你不想

圣灵为我们担忧，你不想主很忧愁。这就是到底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体贴

肉体的就是不管圣灵怎么样，我只想我盼望怎么样，我去追求去努力，整天想怎

么样才能够达到那样？可以说这些都是肉体的当中，只要不是想到圣灵、想到主，

想要怎么来讨祂的喜欢？想要怎么来顺从祂？你自己去天花乱坠的在想，在计划

的那些，可能可以说都是在体贴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讲到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

生命和平安。”（参罗 8:6）为什么体贴肉体是死呢？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主，我们

不体贴祂的心意，我们只想到我自己要做到哪一步，我要达到哪一步，我要怎么

成功，我一切的努力、筹划、想法都是怎么去达到我自己的目的。那这些，可以

说没有想到主，没有问祂说：祢是不是想要这样？祢怎么来做让我来跟从祢？那

么这个是跟主好像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就是跟主完全是脱离的。这个‘死’的

意思不是说我们就身体就死掉了，而是说跟神的生命脱离了！主没有在其中，所

以是死的！所有的那一切，你自己没有什么把握的！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去做到什

么，去努力去拼命，去千方百计，去想方设法，就是千方百计的来看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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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因为就是落在这种肉体当中，服侍神服侍到忧郁症！你知道很多牧师或

者师母，忧郁症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你说假如是看顺从圣灵，等圣灵来做，会忧

郁症吗？不会的！顺从圣灵，圣灵在做，我们是很轻松的。体贴圣灵，顺从圣灵，

只有生命跟平安！而体贴肉体就是任凭肉体去做，到头来就是真的是枯竭、奔闹、

忧郁。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死其实比肉体死掉还可怕！你活在一种没有把握，

那个心整天提心吊胆，七上八下，不知道成不成？在那里拼命用力拼命用力，耗

尽全身的力气。再做有时候也不一定成功，当失败的时候好像一切全完了，所以

常常也会有很消极的、负面的一些想法，因为你做不成功了。其实你不是在靠圣

灵，是在靠自己！到头来不成功了还怀疑说：到底神是不是真的？有些人因为有

一些祷告没有蒙垂听，或者想做一些什么服侍神，结果失败了，他自己就怀疑了，

到底我服侍的神是不是真的？还向神抱怨:我这么爱祢，我这么尽力，祢怎么让

我这样呢？其实完全在靠肉体、完全在体贴肉体，自己还不知道，可能落下一身

病。 

 

那种没有在圣灵里边，没有在主里边，没有在圣灵的流里边，那就是与神脱

节了，就是死！你知道圣经里边讲很多死，就是这种死。在旧约神常常跟一个人

这样说:“你这个死人哪！”(参创 20:3)在《约翰福音》耶稣说:“当死人听到神儿子

的声音，就要活过来。”(参约 5:25)这里讲的‘死’跟‘活’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脱去

跟神的关系了。但是当我们听到神儿子的声音，而且接受，而且赶快来跟主连结

的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我这个灵就活过来了，那个‘死’是指灵性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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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参罗 8:6)当我们想着祂，终日想

的是主，是祂喜不喜欢，我生怕祂不喜悦，我就是要顺从圣灵，而圣灵告诉我这

样做，我就这样做，我要讨祂的喜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是生

命跟平安。你去服侍神，你照着圣灵的意思，随从祂的意思，体贴祂的意思，祂

讲做一，我们就做一；祂讲做二，我们就做二；祂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那是

很轻松的，根本不用去费力的，而且心里边满了平安。所以这一节圣经其实也给

我们一个：你怎么样知道你是顺从圣灵？还是在肉体当中？(参罗 8:6)我常常说

当我们心里有一点点不平安，不管是什么样的不平安：可能是你讲了不该讲的话

不平安；或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平安；或者是我们心里有担忧、有害怕；或者

是有你觉得该做的事但是没有去做，总之心里就是有一点不顺、不平安。 

 

无论什么样都不平安，只要我们心里有一点不顺畅、不平安，这个时候我们

就要知道，可能我跟圣灵是有摩擦了，是在相争了！因为当圣灵要动，我们不动，

或者圣灵要停止，我们还要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冲撞力。就好像我们在坐公

车，当那个车有时候急刹车，或者我们坐别人的车，遇到什么紧急状况，司机急

刹车，你整个人会这样往前冲一下，这个时候就说明圣灵要我们停止，但是我们

还继续往前冲，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反冲力，是吗？ 

 

所以任何时候当我们心里出现不平安，你就要知道说你跟圣灵可能不合拍了，

我这个时候可能没有顺从圣灵了。假如我们是在惊恐当中，我们失去了平安；某

个外来的什么事情，或者你自己把事情想象的太可怕，而有了惊恐，没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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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已经没有在圣灵里边了！因为圣灵给的一定是生命跟平安。这

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向祂求，说:“主啊，求祢怜悯我，我现在心里

不平安，我一定是跟圣灵没有同一步伐了，我一定是不在圣灵里边了，求祢来让

我知道，我若是失去信心，主啊，求你给我信心、求你给我信心！我若是心里有

了怀疑，求祢把这个怀疑拿走！我若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讲了不该讲的话，

求祢现在来光照我，我要悔改认罪！” 

 

我通常是当我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有时候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是有点

担心啊，还是什么呢；有时候就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

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而没有平安了，有时候是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反正我第一件事，

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总是求说:“主啊，我需要平安，我不能活在不平安里面。当

我不平安的时候，说明我没有在圣灵里面，说明我这个时候跟神有一点隔合了，

或是有一点距离了。主啊，我不能够不平安，我求祢给我平安，主啊，祢平静我

的心，我要在平安里边。我是基督徒，我是祢所爱的，我是要顺从祢的，我不可

以活在不平安里边，求祢现在给我平安！”当我这样求的时候，我常常就是一下

子平安就来了，有时候不出三分钟，有时人家说，哦，不出一分钟，真的是很快

很快平安就来了。你知道活在不平安中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当你有平安的

时候，哦，什么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当我们在平安的时候，你的思路、你的心思什么都很清晰起来了，圣灵也会

告诉我们，你可能是因为哪件事你失去了平安，或者你在担忧，或者你在靠自己，

或者你有不听话，还是什么，所以很快我们就知道，这时候我们赶快回到圣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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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来求圣灵帮助我们说:“我要顺从祢，我要顺从祢，我不要不顺从圣灵，我要

活在祢里边，我要顺从祢。”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就很好过，

可以说是充满了平安跟喜乐。 

 

我们也许再来重复一下，重点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讲到说‘为什么要顺从圣

灵。’我们上一周第一课就讲到说，顺从圣灵是什么？顺从圣灵就是顺从主，就

是顺服神，就是做一个顺命的孩子。但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他心里还没有圣灵，

他都说不上怎么顺从圣灵。因为他虽然信了主，甚至是决了志，但是他还没有领

受圣灵。我们一直说，信主的人不是说你作个决志祷告，就一定有圣灵的。 

 

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很多处，就是讲你信了主还必须领受圣灵。在《使徒行

传》里面就有几个地方，当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参徒 8:5、6）

后来彼得、约翰去了，就问他们说:“你们信主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

有。’”（参徒 8:14 一 17)彼得为他们按手，结果那些人就受了圣灵。所以说不是

说你做个决志祷告，你觉得这个很好，这位主很好，我要，我作决志祷告，我请

祂来就一定有圣灵，你还必须要领受圣灵。保罗在哥林多那边传福音的时候，问

他们说:“你们…圣灵有没有降下来？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也说没有？”(参徒

19:2)所以为他们祷告，圣灵才降下来，这些就是说，主自己在升天的时候也吩

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就是要等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能

够得到能力去传福音。”（参路 24:49） 

 

所以就说我们信了主还必须是真的是领受圣灵，我们若是还没有领受圣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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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次一次总是想带大家一起来领受圣灵，我们等一下还是要祷告，来领受圣

灵，我们已经领受的还是可以求主让我们领受更多、更多、更多。 

 

那么我们就是里面即使已经有圣灵了，还有一个随从不随从的问题，体贴不

体贴的问题。但我们里面明明有圣灵的，但我们没有让祂来当家作主，我们没有

让祂来掌管我们，而是一味地照着自己的意思在生活，把圣灵好像挤在一边，让

祂在角落里，在那里为我们忧伤。我们很多时候在祂要来引导我们，我们在跟祂

相争，这就是明明圣灵已经在哪里，但是我们没有顺从祂，没有体贴祂，我们还

是一个在肉体中的人，是顺从肉体跟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的，是圣灵的敌

人。所以即使我们领受圣灵，但是我们就是要非常的小心、定意，要来体贴祂，

要来顺从祂，这样我们才是真的过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生活，才是一个体贴神的

心意，作祂所喜悦的，作祂喜悦的一个基督徒，也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

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里面有圣灵，而且体贴圣灵了，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

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公义，圣洁（参加 5:22）

等等等等，这些圣灵的果子，也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品格。所以我们不止是一次又

一次的都要来求，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我们要领受，

领受圣灵更多的充满，也求主使我们做一个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基督徒。 

 

我现在有一个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几节圣经我们要来背！要来背，把它背起

来，让圣灵好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想起，唉，我今天，有没有活在圣灵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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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有没有在顺从圣灵？我有没有在体贴圣灵？还是我仍然活在肉体当中，我

仍然在顺从肉体，在体贴肉体。 

 

我们真的有不少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一不小心会落在肉体当中，甚至我们

有时候真的是会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可以，哇！很爱主啊，祷

告很爱主很爱主很火热，为神作工很热切很热切，但是当我们跟人或者单独相处，

或者是对家人，或者是对我们很熟的人，我们就露出我们自己的本相，就不是那

么属灵了，不是那么像主耶稣了。我们有时候就很凶，对家人，或者对很熟的人，

我们就可能很凶、很严格，或者是讲话带刺。所有这些我们都要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领受更多更多更多的圣灵，在大事上，在小事上，在服侍主的事上，在日

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做个顺从圣灵的人。 

 

在圣灵那里没有随便发脾气，在圣灵那里没有虚假，在圣灵里边没有不平安，

在圣灵里边没有黑暗、没有消极、没有负面，在圣灵里边没有那些恶的念头，没

有幸灾乐祸，只有为人忧愁，为犯罪的人忧愁，只有慈悲怜悯。所以我们要求神

说:“主啊，圣灵啊，祢来帮助我，祢来帮助我，我要做这样的一个人，我原来是

一个根本不晓得顺从祢的人，但是求祢帮助我，帮助我，虽然圣经读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今天真的好像再一次被提醒，我若是不顺从圣灵，我若是体贴肉体，我就

是与神为仇！我很多时候做了神的敌人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还以为我在大发热心！

主啊，求祢怜悯我，我要做一个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人。” 

 

我想我们好不好？今天有几节圣经，我们一边来背，一边来向神求。我们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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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讲的《加拉太书》第 5 章 16 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

的情欲了,”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我说，你们

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17 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

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

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因为情

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做

的。”(参加 5:16 一 17)（待续） 

 

1:00-1:24 

 

还有《罗马书》第 8 章第 7 节。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你们可以开声來背：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原来

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我们可以就这节圣经，我们来祷告、来向神求。

你自己在家里可以开声大声来祷告，你是夫妻两个人的,你是母女两个人的，开

声来祷告。你们有小组、有课室的也可以，每个人开声祷告，向神求。我们求主

说：“主啊，我们要作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随从肉体、体贴肉体

的人。求祢来帮助，求祢来帮助我。主耶稣，我过去很多时候，我虽然是基督徒,

虽然是在服侍祢，我甚至为祢大发热心；我甚至带很多人来相信祢；带他们做了

决志祷告；我甚至很有恩赐；我为人祷告病就得医治，但是主啊，在我生命里面，

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我常常没有随从圣灵的带领，我常常

体贴肉体，没有体贴圣灵，我常常没有先来问：主啊，祢想要做什么？祢喜欢什

么？！主啊，我就自己去做了，谁知道不是祢喜欢的。主啊，我与祢为仇我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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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一直让圣灵没办法在做工我身上，没办法做工。祂想要帮助我，祂想要

改变我，祂想让我成为像主耶稣一样的人，可是我就是不让祂做，我一直在那里

与祂为敌。主耶稣，求祢怜悯！圣灵啊，求祢可怜我，可怜我！ 

 

主啊，从今天开始，圣灵啊自己来做工，祢来帮助我，祢来帮助我！主啊，

我什么时候照着自己的意思，祢不开心的，祢忧伤的，不要默默的在那里忧伤，

祢来击打我一下，祢来推我一下，祢大声对我讲话一下，祢让我看到祢不喜悦，

祢在忧伤。主啊，让我立马回头，赶快来到祢面前，向祢认罪。主啊，当我要发

脾气的时候，祢给我心里一个极大的不平安，极大的不平安。祢告诉我：祢不喜

欢、你不喜欢！主啊，让我那个脾气，就像气球漏气就漏掉了，想发也发不起来

了。主啊，让我作一个随从圣灵的人。主耶稣，求祢帮助我。圣灵啊，求祢垂听

我的祷告。不要再任凭我，让我在肉体当中过活。圣灵啊，求祢可怜我，我要尊

祢为主，祢在我的心中要来做王，要来掌管我。让我常常被提醒；让我常常知道

祢的心意；让我不要如驴如马;甚至连驴子都不如。主啊，让我的耳朵能听到圣

灵的声音，给我一个谦卑柔和的心，给我一个敏锐的灵耳，能够听到祢的声音。

一听到，我赶快就要顺服。我即使当时很难顺服，好像气发不出来我活不下去了，

但是我还要向祢求说：“主啊，圣灵啊，求祢帮助我，我里面的人是要顺服祢的，

我外边的那个人不是我，是那个老的，不是现在的祢给我的那个里面的我。主啊，

我里面的人是要顺服祢的，祢帮助他刚强起来，能够顺服祢，我不要与神为仇！

主啊，我们感谢祢，赞美祢。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还有两节，我们还是来背，《罗马书》第 8 章第 5 节：“因为随从肉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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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

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

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罗马书》第 8 章第 5 节。我们也来祷

告：“主耶稣，求祢开恩可怜我们。主啊，我们虽然是属祢的,我们里面是有圣灵

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有时候也会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行事、

去传福音、去讲道、去医病、去赶鬼。主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体贴肉体，

我们只是有时候来体贴祢，来听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是体贴肉体，自己还

不知道。我们还以为那是属灵的事情；那是跟教会有关的事情；跟信仰有关的事

情；跟福音有关的事情；跟圣经有关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当我们在想这

些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跟祢联上，我们根本没有先来问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祢喜欢的吗？这是祢要做的吗？祢是要这样做吗？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没

有，主啊，我们只是照着肉体在行事，照着肉体的想法、意念、目标、方法去做，

我们终日所想的不是祢！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祢喜不喜欢？圣灵是不是很喜悦？主

耶稣，求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体贴肉体的人，而

是做一个体贴圣灵的人！我们‘体贴’就会‘顺从，’我们随从，就是因为体贴祢。 

 

圣灵啊，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被欺骗，让我们也不要自欺欺人。我们

在干肉体的事，还以为我们在服事神；我们在体贴肉体，还以为我们在为神摆上。

哦，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不要落在这种景况当中，不要落在这种愚昧无

知当中！主啊，不要让我们再顺从肉体、体贴肉体、靠着肉体，自己都不知道跑

到哪里去了，自己做得精疲力竭了，做得要崩溃了，做得生病了，还以为在为你

大发热心。哦，主耶稣，主耶稣，圣灵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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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边，在圣灵的流里边！细心地聆听，仔细地观察，圣灵怎么说，这个流怎么流，

我们就是做一个跟随者，主啊，我们只是做一个跟随者。主啊！当我们来跟随祢

的时候，其实是祢在带着我们走，祢在替我们作，主啊，我们就会在祢里边，真

的是一直有惊喜，一直有喜乐，一直是在观看祢的作为，一直是被祢带着、被祢

用着，照着祢的意思作。主啊，我们里边就真的是无穷的喜乐。主啊，感谢祢，

赞美祢！赞美祢！主啊，还有祢的话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

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参罗 8:6) 

 

主啊，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线上，有多少人真的常常尝到“死”的滋味，就是

好像主不知道在哪里了！做做做，做的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了，也不知道主在哪

里了！主啊，好像跟祢没有关系了，我们落在黑暗当中，落在失望当中，落在惧

怕当中，落在绝望当中。主耶稣，我们有时候看到，怎么我们带的人好像跑了，

怎么老是带不起来，或者是怎么人数没有多起来，主啊，我们就心里就很灰。哦，

主啊，主啊，求祢怜悯！我们若不是靠祢，若不是用祢的眼睛来看待，若不是让

祢来作，常常有惊喜，主啊，我们就老是在黑暗当中，在失望当中，我们就乐不

起来，我们的心也没办法安息！主啊，但是我们若是体贴圣灵，若是顺从圣灵，

若是由祢来做，主啊，我们心里就一直满有平安，满有平安，一直可以安息在祢

的里面。 

 

主啊，我们不要死，我们要生命！我们要生命！主啊，我们不要任何一刻失

去平安，我们要一直享受祢的平安。圣灵啊，求祢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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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任何时候有一点点发觉自己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我们就留意，我

们就赶快跑到祢的面前来说：‘主啊，一定有哪里不对了，我怎么没有平安？我

怎么可以没有平安？我怎么可能没有平安？主啊，我一定是哪里跟圣灵对不上了，

主耶稣，求祢就帮助我们，圣灵啊，求祢就来帮助我们，赶快把我们带回到祢的

里面。主啊，祢就让我们重新有平安。’哦，我的平安回来了，我的主回来了！

其实不是主回来，是我回到主里面了，是我刚才跑出去，我现在回来了，我回到

主里面了！哦，主啊，无限的平安，无尚的平安。因为在祢里边，不可以、不能

没有平安。在祢里边，在圣灵里边，当我顺从圣灵的时候，就是生命跟平安。一

定是一片的光明。主啊，我感谢祢，赞美祢，主啊，我只要这样的生活，我只要

每天活在圣灵里边，活在生命里边，活在平安里边。主啊，就像周爸爸讲的：‘我

们越过越平安，越来越平安，’因为我们越来越认识圣灵，我们越来越顺从圣灵，

越来越活在祂的里面，所以我们心里满了生命跟平安。 

 

哦，主耶稣，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让不平安的人一来跟我们接触，因着我

里边有这个生命跟平安，他们也可以变得平安。主啊，当一个很生气或者是很忧

伤，或者是很惧怕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这里有生命跟平安，他来了，

自然就安息了，自然就碰触到生命了。主啊，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要有这

样的生命。我们要一直过一个顺从圣灵、体贴圣灵的生活。 

 

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今天就要得到，我们今天上了这个课，我们今天

就要得到，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我今天若是还没有得到，主啊，我

就不放弃，我要一直求、一直求，凡事都求。每逢一件事，我若是有一点不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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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要跑到祢的面前来，我一直求，求到我得到平安，得到有主耶稣的生命，而

且我要活在其中！主啊，我们要越来越过这样的生活，越来越在生命跟平安里边

来过活。假如偶尔我们失去了，我们马上就警觉了，就知道了，就即刻跑到祢的

面前来，来求！主啊，祢就赐下，祢就给我们。哦，主耶稣，谢谢祢，这是我们

今天的祷告。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向祢呼求，向祢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知道，

圣灵已经在做，在很多人身上在做！我们不求别的，就是要求生命跟平安！主啊，

祢已经在做，有很多人已经得到。主啊，我们真的是每天只要一点点没有平安，

我们就要跑到祢的面前来，主祢就一定会赐下！感谢祢赞美祢！哈利路亚！主啊，

我们这个时候在祢面前还要领受再领受，请祢要赐下多多的圣灵，我们还没有感

觉、还没有领受、还没有经历过的，主啊，这个时候向祢求，祢就来赐下，祢就

赐下。主啊！我们有的，我们还不饱足，我们还要更多更多，更多，丰丰满满的，

饱饱足足的，每天都有丰满的圣灵！主啊，感谢祢，赞美祢！哈利路亚！哈利路

亚！主啊，祢叫我们要相信而且要顺从，只有这样祢才喜悦!” 

 

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课。一个副歌就是:“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之

外，不能得主的喜悦，唯有信而顺从”。(参《信而顺服》)。我们要相信，我们向

祂求，圣灵就一定会赐下，祂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从来还没有的，我们求，祂

就一定给，祂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每天要留意、留心圣灵跟我们说的话，

然后要顺从祂，要顺从祂。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

的情欲了。”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活在圣灵里面，顺从祂，我们就不活在肉体当中。

我们在神面前就觉得好清爽，我真的是属于主的！我是属于圣灵的！我是属于祂

的！我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笑脸！别人一接触我们也觉得这个人是神人，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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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肉体的味道，我们要活一个这样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 

 

唱诗：诗歌《信而顺从》副歌。哈利路亚！ 

 

假如没有上今天早上的课，或者是礼拜五晚上的课，你们可以听录音。还有

明天早上，就是亚洲星期六晚上周牧师还是会讲这个题目，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不

同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上。你没时间上的，盼望你能听录音。我们今天

的课就到这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