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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1 日晨 郭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感谢主，家人们我们又见面了。我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反正两边你们数，但

是我要提醒，我们两边加起来的人数至少还要加一个，我看到艾玛在笑。我昨天

在小组聚会中跟大家讲，我们聚会无论多少人，我们都要加一个，至少加一个，

就是我们的主跟我们在一起，祂早就在等我们了。 

我们去年读到《希伯来书》是 11 章还是哪，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聚会不

只主耶稣和我们在一起，天使天军还有很多圣徒都跟我们在一起，（参来 12:22

一 24）但是我是说，至少我们要加一个。当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亲近主的

时候，就不是我一个，就是我跟主在一起；当我们两个人：有些是夫妻一起上课，

有些是母女，那么你就是要加一个，一定不只我们看得见的这两个人或者三个人，

就是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一直非常地相信，而且有这个意识感的时候，你在聚

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奇妙；而且当我们知道祂在这里，我们把心交给祂，我们

把主权交给祂，祂就可以带出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我们自己在那里，有

时候很多人说安静等候神，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或者是等等等等，等了

自己会跑掉，但是都没有关系，你坚持坚持、逐渐逐渐的；当我们在安静等候的

时候，神就会做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候在作医治，有时候是跟我们讲话，有时候

是赐下极大的平安，有时候是很奇妙的感动。你就是不来祂面前，你在做别的事

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当你来到祂面前，或者是说你的心回到里面去，你就是

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主有时候就做很奇妙的事情——有时候是莫名奇妙的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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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的：噢，只想流泪；或者是有什么诗歌你就是想唱；或者你就是想跟主讲很

多爱的语言。所以说当我们来到祂面前的时候，祂就跟我们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哪怕是两个人。我听过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她就跟她妈妈两个人

一个小组。每一次当她们母女来到神的面前，一静下来、一闭起眼睛，或者是跪

下来，圣灵就作工：有时候当她们心里很烦很烦，有一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她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忽然就有一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平安；当她们觉得：

哦，没有，不用担心、不用惧怕，主跟我们在一起；有时候那她们就觉得有一首

诗歌很想唱，她们一边唱，就很感动、流泪。所以就说不管多少人，我们一来到

主面前，祂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最近也有好几个聚会，都觉得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主就在我们当

中做大事情。你们听过有 8 月底美西的退休会，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完全不知道会

怎么样，一开始是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来参加，那后来慢慢的报名报名报名，差不

多人数都满了。聚会我们也不知道主会做成怎么样，因为有很多配偶来参加，他

们是都没有加入网校，也没有过什么内在生活。但是当我们一聚，主权交给主，

噢，主就做事！就很多人就被感动。到最后临别的时候大家唱诗，又唱又跳，很

多老人家以前没有经历过的，都觉得他们被圣灵触摸。还有一个老人家说：我下

一次我也会跳起来，他七十多岁了，两个脚还水肿的，那天我想他很想跳，所以

就说下次我一定跳一定跳，就是神会做很奇妙的工作。 

那我们也有听过说，不久前在国内有十几个姐妹聚在一起，也没有人讲道，

也没有人什么。但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诶，祂就来到我们当中！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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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很多平时大家好像经历不到的那种很感动，很爱主，很彼此相爱，好像祂的

同在特别强的那些感觉！所以说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相信我们在线上的聚会也

一样的，因为祂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衪也跟我们在一起。 

我盼望我们每一次来聚会都是带着期待的心情，就是想说：我是来跟很多弟

兄姐妹一起来朝见主！主会在我们当中！主会对我们说话！主会感动我！主会使

我明白一些事情！当我们这样相信、这样期待来到聚会当中的时候，祂就一定会

照着我们这样的信心来成就！哈利路亚，感谢主。 

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其实就是跟主连结，我们这一种聚会呐，我们是网校的

聚会是吗？我们网校所教的、所讲的就是——怎么来跟主连结，怎么来跟圣灵

连结，跟圣经连结，怎么来住在主里面，怎么样来过内在生活。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讲的、我们教的不是什么知识，也不是什么方法，更不是什么套路。有人就

说来看。曾经有人跟我说，他带的聚会好像没有进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

能不能帮他们训练一些小组长啊，看看该怎么带聚会。当然我们小组长是可以训

练的，但是我们的训练绝不是教他 1、2、3、4 怎么带。因为我们自己的聚会可

能就每一次都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的，连我们自己也

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怎么发生？为什么聚会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可能教那些

方法，那些 1、2、3、4 的知识或者套路。我们要教、要带的就是：你必须来跟

主连结，你自己必须来跟主连结，你必须自己进入这个水流里边，你必须会跟从

圣灵。 

我们最近也有一个姐妹说想看看我们小组是怎么样进行的，好像她自己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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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不太满意，所以她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聚会，但是我跟她讲，我说：你就是要

跟从圣灵，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一定是要跟从圣灵，这个聚会才能带得活起来。

我们若是去学知识、方法还有什么套路，大陆人很喜欢讲套路。你学学学就会变

成死的，变成死的，而且慢慢会走样。若不是自己真的跟主连上了，真的进入这

个圣灵水流里边，真的会跟从了，我们是只是知道某一些真理很好，甚至我们很

会去传，但是自己或者没有进去。我们若是只是知道有一个真理，觉得很好，甚

至也去传了，但是自己没有真的跟圣灵连上，或者是跟圣灵连上了，但是没有带

人来跟圣灵连上，那么这些人那他们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有一天假如

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在学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要在追求什么。

那假如连领头的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或者不走了，下边的人就不知所措了，

就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在跟什么，或者是会走样了。但是我们若是带人

来认识耶稣，来自己跟圣灵连结上，来跟主连结上，跟圣经都连结上，他的信仰，

他的灵命就会非常的活泼，他自己就能够跟从圣灵。那么我们这个水流就会真的

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所以我们是说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主耶稣这里！我们也盼望尽我们所能的，

把我们所得到的分享出去，让所有网校的同学，每一个自己都能够来认识圣灵，

听到圣灵的声音，知道圣灵怎么引领他，能够来跟上，那么真的——天国就赚

到了，天国就到了，主耶稣要来的日子也就更快了。 

前两课我们有讲到‘什么是跟随圣灵，’我们跟大家讲：圣灵其实就是主的

灵、耶稣的灵、神的灵、耶和华的灵。主耶稣也曾经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过说:“神

本身就是个灵，所以我们敬拜祂，必须用灵跟真实来敬拜祂。”(参约 4:2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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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跟随圣灵’，其实就是跟随神，就是跟随主；

我们听圣灵的声音，其实就是听主的声音，就是听神的声音。 

那么我们上一课有讲到‘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可以这样说，在从属灵的角

度来说，全世界的人就是两类人：一类是信主的，一类是不信主的。包括那些信

别的，去拜偶像的，无神论的，都归在不信主的那一类。那有一类就是信主的，

但是在这些信主的人中，也就是有去聚会，有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或者口称自己

是基督徒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信主的人里边，还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就是顺从

圣灵的，随从圣灵的；一类就是随从肉体的。因为不信主的人根本他就没有圣灵

可讲，他也不知道他也不会相信。那信主的人里边很多人知道有圣灵都相信，很

多都是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知道有圣灵，听道也常常会听到牧师都会提到

‘圣灵’的名字，但是过起生活来，有时候包括传道人自己，很多不一定是随从

圣灵的。所以说在信主的人中是两大类：一类是随从圣灵的，不是随从圣灵的就

是随从肉体的。 

在上一次我们有教大家背一些经文，我们知道说:“随从肉体的，就是死，

是吗？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参罗 8:6）还有我们也都知道，属于肉体的、出

乎肉体的都不是好东西，出乎肉体的都是属地的、卑贱的、败坏的、污秽的、悖

逆的、与神为仇的。而属于圣灵的，就是圣洁的、尊贵的，或者是说高贵的、是

柔顺的、是愿意顺服神的、是属天的，也就是完全是属于神的。所以可以说我们

顺从圣灵的就是属于神的人，是真基督徒。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的，就是我们刚

才讲的悖逆的、卑贱的，做什么都是随着自己的，虽然知道说有圣灵好像在我里

面，但是并没有尊圣灵为主，并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祂，并没有想到要来顺服



Page 6 of 25 

 

祂，所以什么都是我行我素，根本没有把圣灵、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可以这样说

这样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是属神的，甚至是与神为仇的。 

所以因为这么严重的缘故，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多基督徒其实很可怜，他

们没有随从圣灵，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教他们，没有人教他们要随从圣灵，所

以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去顺从圣灵法。其实很多传统的教会，或者很多就是没有听

过这种教导的，他们不懂，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就是靠着自己行事，那真的变成神

的仇人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是神的孩子。当然神是满有恩慈满有怜悯的，这一

类的基督徒，其实他们有事情的时候来求告神，很多时候神还是施恩怜悯，还是

会施行拯救，还是很多时候还是会听他们的呼求，听他们的祷告。但是他们过的

生活就是一个没有在圣灵里边的，很可怜的生活。 

其实圣灵是赐生命，是生命，也是叫人活的灵。我们有圣灵，圣灵在我们里

边，很多时候就活起来了。我们就像有盼望，很多事情我们有盼望，会有平安，

会有把握，会有喜乐，而且我们可以每天都是新的。在圣经里讲说:“每早晨都

是新的。”（参哀 3:23）我们要过每早晨都是新的生活，唯有在圣灵里边，祂每

天会带领我们，我们每天会遇到不同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可能需要去做一个决定，

每天都需要知道我今天要怎么过，我这时间要怎么分配，每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些

事情，我们要应付。我们活在圣灵里边，什么都来跟从圣灵，圣灵带领我们，你

就会很常常有惊喜，常常很新鲜。 

我们昨天在等候神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什么事要作见

证，因为聚会快结束了嘛。有一个姐妹就说:“哎呀，你假如要讲起日常很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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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啊，每天都有见证。”我说:“好啊，现在你就分享一个。”她就讲到她的孙

子怎么怎么祷告，还有她的女婿，她说:“哦，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她说我带

孙子去跑步，他居然追到我后边拿一件衣服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外边很冷，

把这衣服穿上。”我说:“你是在叫你孩子吗？”他说:“不是，叫你，叫你，妈妈。”

她就觉得：哇！好惊讶，这个女婿以前从来没有怎么对她这么体贴过。就是因为

她在过内在生活，她把她的孙子都带的很好，对他们也越来越有耐心，越有什么，

所以她的女儿女婿也对她越来越体贴、越来越体贴。她说：噢，每天都有很多新

鲜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圣灵里生活的就是这样，每天都应该很新鲜。在《提多书》第 3 章第

5 节说：“圣灵是更新的灵，”（参多 3:5）祂不但让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的

生命也不断不断地更新，我们也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新的事情，看到神新的作为，

每天都有新的惊喜，都会领受到圣灵新的带领，我们会有新的见证。所以就是说

在圣灵里面就是活的，就是你可以过很奇妙的生活。 

我昨天还听一个姐妹说她刚刚从国内回来，以前是在我们教会，她说她在国

内去了一个教会，其实我听她讲她的教会已经是蛮不错的，就是很注重讲生命、

讲十字架、讲肉体的败坏，我们要怎么舍己，要钉死那个老我。有讲这一类的信

息，就像十字架的信息还是讲的挺多的，我觉得这种教会已经算不错的了，很多

教会现在是不讲，这些不讲：向己死啊、要背十字架啊，是不讲这些的。 

很多教会讲成功神学或者讲社会福音。成功神学就是说：基督徒一定是很蒙

福的，一定是得到神很多的恩典的，一定生活过的很好的，甚至有人说一定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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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宅的，买什么名车的，甚至有人说圣灵充满有很多钻石啊，很多金啊，就飘下

来，天天就捡到钻石，很多是这一类的。什么是社会福音？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

的。我曾经到过国内一些教会，听到牧师讲道，有一些就是在抨击社会的一些不

好的现象，那么这些话题当然人就会很共鸣，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恨那些现象，所

以讲来讲去就是在抨击社会，但是没有讲到耶稣！没有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

没有讲到我们在主里面可以过多得胜的生活，没有这些内容！所以我把它称为这

些是社会福音，好像是应该怎么闹革命一样。 

但是我们在圣灵里，除了我们要知道主给我们的救恩，主为我们死，我们也

要知道主盼望我们做什么样的基督徒！圣灵要带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成为怎么

样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而且这是有盼望的，不是不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曾经在查

经的时候，因为查到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参罗 3：10）或者

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参罗 3：23）有一个姐妹说：“所以我

们怎么样都是罪人，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没错，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记

得上一课，周牧师也提到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我们讲的罪跟世人以为的罪是不

一样的。世人讲的罪就是你的的确确是犯了罪，犯了律法里面规定你不可以做的

事了，你就是犯了罪，就是罪人。但是我们圣经里讲的罪人就是，我们里面有那

个罪性、有那个犯罪的生命还在，那我们就还是个罪人，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当然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靠着耶稣我们都称义了。”（参罗 3:24）这个‘称义

‘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说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接受耶

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那么在神的眼里看我们，假如我们所有的罪我们都认

了，现在没有未认的罪，那么耶稣的宝血全都遮盖我们的，从神的眼里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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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看到我们身上耶稣的宝血，那么这样我们在祂眼里就是个义人。但是从我们

的本质上来说，只要我们里边还有罪性，还有有机会就会犯罪的那个老我在我们

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本性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

明白这些。 

我们说：我们若是顺从圣灵，靠着圣灵行事，我们时时事事都来寻求圣灵的

意思，明白祂的旨意而且顺从，我们是越来越得胜，越来越得胜，我们完全可以

变成一个“基督就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着。”（参加 2：20）在我里面活着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是蛮有盼望的，

只要我们肯听教、肯顺服，肯舍己，那我们就可以达到那个地步！明明保罗已经

达到了！是不是？ 

我听周爸爸常常提到罗炳森师母，他说她到最后的时候常常说：那个

Martha rubbish 到哪里去了？好像不见了，不见了她自己了！她整个活出来让

她的同工们看到她就是看到耶稣了！她是比较近代的人，她就是几十年前才去世

的人，她也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我们只要肯，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地步，我们会

越来越像耶稣，越来那个老我越减少。你们有没有听过周爸爸说，他以前曾经是

脾气很大的人，有时候还会跟师母会吵架，但是常常是师母顺服，后来有人就问

他说：“你们现在还吵不吵架？他说早就不吵了，早就不吵了。”可能已经很多很

多年了，可能几十年就没有吵架了，他是不是说已经活的越来越像耶稣了，是不

是？那我们也是可以这样的！不管我们过内在生活多久了，或者你今年刚开始进

网校，知道有这条路好走，知道有这种活可过，你开始来过，可以的，我跟你讲

可以的，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地步的！其实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主耶稣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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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成为这种程度的基督徒！ 

我昨天听一个姐妹讲，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她在国内的那个教会，有讲要舍己，

要向己死，要钉死老我，要背十字架这些，这样的教会我觉得已经很不错的。但

是她讲的也吓我一跳，她说她们的牧师好像整天苦哈哈的，他们在这个教会的基

督徒有很多也很热心，也很愿意向己死，但是也觉得很苦：哎呀，我这个老我这

么的不好，这么的败坏，我是愿意让他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愿意把自己献上，

但是好像没有盼头，（待续） 

第二部分 00:30-1:00 

觉得我就是这么不堪，我就这么苦，我哪年哪月才能摆脱这个老我。好像就

是活在保罗所讲的：“我真是苦啊！”（参罗 7：24 上），在那种日子当中。所以

她刚回来一个多礼拜，参加过我们一两次的聚会就说：“哎？怎么在这边听到的

信息就好像活了，就好像一片光明了一样。”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主把圣灵给

了我们，因为神把这个保惠师给了我们！而且祂能够引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越来

越明白神的旨意！祂还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每一天都来引领我们！叫

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要去随从肉体，不要随从我们那个老我！我们就可以

随从圣灵来过日子。 

我们上一次退修会的时候，有人说我刚刚进网校才一年多，我过内在生活甚

至才几个月。但是现在就开始有很多见证了，就开始经历到圣灵怎么来带领他，

怎么来跟他说话，怎么在一些大事小事上来帮助他。我们能想到圣灵的带领，圣

灵跟我们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的，大事小事。我不知道在我在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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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大事，也许是要找工作，也许是要结婚，这些可能就是

人生里面比较大的事吧。这些圣灵都可以引领我们，可以带领我们，走在祂的旨

意当中。然后，小事可以小到好像上个礼拜还是今天早上，周爸爸也提到说有很

多姐妹们会提到在煮饭在煮菜的时候，都可以求问圣灵，圣灵都可以来启示我们，

这真的是千真万确的。可能我们的生活圈子是什么？我们面对的难题是什么？那

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不大也不小，但是还蛮重要的，圣灵就会在这些事

情上面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件事情上面就经历到，来让祂带领有多么奇妙！可

能你不要以为说煮菜小事，煮菜有时候不是我们一个人吃，可能一家人都要吃，

那么既要吃的健康，又要吃的好吃，大家都觉得好，还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

要是随从圣灵带领，祂让我们煮的又好吃又健康大家又很喜欢，你说这不重要嘛？

也蛮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姐妹在退休会的时侯讲一些见证，我们也觉的好奇妙、好

amazing。她说她是结婚后才信主的，然后她把她的老公跟儿子都带去信主，而

她的公公、婆婆是拜偶像的，所以非常地不高兴，甚至她公公有半年不跟她讲话，

叫他他也不应。但是很奇妙，她就是还是尽量的孝顺他们，去看望他们。有一次

她公公好像生病了，感冒几个礼拜，她就想要去看他，结果她就想到：我明天带

什么给他好呢？她就求问主！圣灵就启示她说：“哎，带点心。”他们是广东人，

就是很喜欢吃点心的，但是她的老公是 ABC。她的儿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他

们都不是很喜欢吃点心的，就是比较喜欢吃就是老美、西方的东西。所以她就祷

告说：假如是从圣灵来的，那祢明天让我说我们要去吃点心，然后就吃完就打包

去给公公婆婆，让先生跟儿子都同意。她明天早上起来就跟先生和儿子说：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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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去吃点心，然后等一下带一些给公公、婆婆。他们两个就说：“好啊，”

就同意了。结果他们那边真的就去吃，然后带点心去。一进门她婆婆看她带点心

就说：“哎呀，你公公正说好久没有出去吃点心了，因为他感冒不能出去嘛，他

说正在想呢，你怎么就会带点心来了！”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带领。然后第二次又

是去看他们，还不知道该带什么，然后去到餐馆点心铺，一看有那个蛋挞，广州

话叫蛋汤，国语就是蛋挞，就是那种打蛋然后蒸出来的，烤出来的。她眼睛一亮，

就看到好像里面那个声音：就是带这个的！那么她就很高兴就买这个去，果然一

进门，她婆婆又说：“哎，你怎么知道你公公刚才还在说很想吃蛋挞。”这么奇

妙！所以我后来听了这两个见证，我就跟她说：你下一次还有这种事，你婆婆再

跟她讲，你就要跟婆婆讲是耶稣告诉我的。我问了耶稣，耶稣告诉我，带这个给

你们的。因为她公公婆婆很生气她信耶稣嘛，让他们知道这个耶稣是会说话的，

是真神，他们拜偶像是假的，而且这个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耶稣也很爱他们，

所以就让这个媳妇带这个来给他们。你看，多奇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那圣灵

就可以这么带！ 

其实我自己就有很多很多圣灵怎么教我。大就大到说怎么在单位不允许，不

给那个证明的情况下，我的先生跟孩子没办法在国内签证下怎么奇妙的还来了美

国。大到这么大的事情。还有买房子啊，我两次买房子圣灵都是告诉这个好那个

不好，就是该买的，就是很奇妙的带领。那小也是小到诸如此类的东西，有时候

我去探访一个姐妹说该带什么给她，圣灵也会启示我该带什么。就是说圣灵可以

很奇妙地来带领我们，我们只要肯顺服，我们只要肯顺服。 

我们应该是讲一点如何来顺从圣灵，可能今天也不够时间讲了，但是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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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讲一点，就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顺从圣灵的？我们特别是初学的。初学的，

不知道该怎么去顺从圣灵。我只知道说，第一：我们是要相信！你今天听了我讲

这么多故事，你相不相信圣灵会带给我们？你相信吗？相信！我看很多人都在点

头。你相信圣灵是可以带领我们的，你相信，而且你愿意，你恳求祂来带领你是

不是？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圣灵可以籍着圣经的话语。当然我们说要

顺从圣灵啊，要顺从神啊，神可以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其实说神籍着圣经来告

诉我们，这当中也需要圣灵的工作，总的来说其实还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有时候求问神，然后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那天都该读什

么圣经，我们照顺序读的时侯，那天神就会预备，我们当天读的圣经里面，有些

话语就跳出来，我们已经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那几个字或者那一句或者那节圣

经，就好像特别浮出来一样，浮出来，或者跳出来，那个字体变得特别黑特别大。

然后心里边就好像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感动，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神给我的话语，这个就是神要给我的！”所以我们说圣经的话，其实很多时

候也是圣灵的感动；有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有一节圣经跳出

来，不一定是你当天读经的时候，就在你过去读的经文里面它会跑出来，这个也

是圣经，但是其实也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可能圣灵就把那一节圣经就提出来，

让我们就想起这节圣经。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圣灵的带领，这就是圣灵在

带领。当有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要学着去顺从。 

另外第二个就是：当我们有这么一句话，或者是有这么一节圣经跑出来，不

管是你当天读的，是以往读的。我们心里，灵里要有一个印证，就是觉得平安。

甚至有时候很兴奋说：“对了！这是这一节，就是这一句！”里面那个灵就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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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就相呼应，有时候真的很兴奋，就说：“哇！真的神给了！神给了！”那么我

们就要去顺从。另外我们必须是我刚才讲的：要去顺从！你一定是先愿意顺从，

愿意去顺从，然后有一个顺服的心。 

我记得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同时我的灵耳就打开，就会听到圣灵的声

音。第一次听到的好像是我唱的一首诗歌，我想哈，还不是哦，第一次真的就是

听到圣灵讲话，就是灵耳被打开，然后圣灵就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对我讲话，但

是那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然就说是圣灵充满的时候同时发生的。但是我什么

时候被圣灵充满，而且灵耳被打开呢？是我全人顺服神之后！ 

我记得在 13 岁的时候，我把自己献给主。那个时候我是跟主说：“我愿意

为你死。”当时讲的‘死’还不是说只是向老我‘死’，是真的愿意为主殉道的那

种‘死’。当时就是觉得很爱主很爱主！很盼望自己就是属于主的，愿意主要我

做什么我都愿意，为祂死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觉得能够为主死，这

一件是心里很渴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 13 岁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但是后来过

了几年，我们就没有教会了，教会被关掉了，没有教会生活了，慢慢地就远离神

了。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虽然还有祷告，也偶尔还有读圣经，但是跟神没

有什么连结了，也不敢去怎么跟神连结，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意思，我想要走自己

的路！所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跟神好像离的很远。但是后来有一天，神藉着两

个传道人从监牢里放出来之后，去探访弟兄姐妹。我去找他们，我跟他们说：“我

灵里很枯干！”我没有跟他们讲详细情况，我说：“好像神离我很远一样！”他们

为我按手祷告，说：“相信你 13 岁时候奉献的那位主，你那么火热爱祂的那位

主，祂不会丢弃你的！祂一定会把你找回来！”哦！那天我回家就跪在神面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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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流涕，向神悔改认罪说：“我要回到我 13 岁那个时候对你发的誓！我要回到

那个时候！我要把自己重新献给你！你怎么安排我都顺服，你要我在哪里我都顺

服！”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的把自己给主了，就重新给主，再也不羡慕世上什么

东西，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很想出国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重新奉献之后，我就一

点都没有想要出国了，我就真的完全完全交给主，完全顺服了！但是偏偏主在我

身上其实有祂自己的意思，有祂自己的带领，有祂自己的旨意。后来反而过不久，

神就藉着一个我自己意想不到的机会，就把我带出来了。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没

有想到要过自己的生活，乃是完全献给主。 

就在我这样完全重新奉献，没有自己，完全只要主的道路的时候，在 86 年

我出国第一年，就被圣灵充满，同时灵耳就被打开。所以我深深地相信，我们很

多时候想说：“要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其实主就是在等

我们！你是不是真的愿意顺服？！我们真的愿意顺服了，主一定会告诉我们！主

一定会把祂的旨意，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就是圣灵的带领，圣灵跟我们讲

话，或者把经文赐给我们。所以这个顺服是非常要紧的！而且每当我们多顺服一

次，我们对圣灵就会更多、更敏锐。我们也会更确信圣灵真的就是在这里，因为

祂明明就在跟我讲话。你每顺服一次，神就会多跟我们讲话一次，我们就会更加

确信。真的是别人要拿刀砍你的头，你都没有办法否认，主确实在这里！祂确实

跟我同在，祂确实住在我心里！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敏锐：圣灵什么时候讲话；或

者是用什么方式告诉我，我们就会知道，就会知道。所以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顺从圣灵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我们的生活会过的越来越丰满，我们会越来越像

耶稣，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别人会越来越羡慕。你常常听到圣灵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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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那些不信的人说：“是不是真的？”但是那些相信的人就会觉得这是真的，

也很羡慕。大家都愿意来走这条路。感谢赞美主！ 

但是我们第一就是说要相信，首先就是说你要相信，而且要求！我们要求圣

灵来引领我们。周爸爸常常说过说：“我们要会顺从圣灵。”必须我们里面真的已

经有这个灵在里面，而且你已经是圣灵充满，就是说这个灵是活的！不是一般人

讲的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做决志祷告，圣灵就进去了。”当然我们真的相信

耶稣，真的求祂来做我们的救主，祂会来，圣灵会来，但是这个圣灵必须是活的！

就是我们是要被圣灵充满，你深深感觉到这个圣灵在里面是活的！祂是会跟我讲

话的！祂是会引领我的！祂不是那个死的、被我挤到那个角落里面，不知道是真

是假，祂是真的，千真万确是真的！因为祂会对我讲话的！当我们这样被圣灵充

满之后，我们就可以常常来求：“圣灵祢来引领我、圣灵祢来引领我！”哈利路亚，

赞美主！ 

这是千真万确的，与其说我们是网校的老师，我更愿意说我们是见证人，我

们真的是跟随圣灵的见证人。因为我们的确是得到了、跟上了，知道的的确确有

这么一回事，的的确确圣灵在我里面，祂常常这么引领我。所以盼望你也要相信，

你也要来，你来求，你愿意顺服，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你必定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阿们。 

我们有一点祷告吧，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来向祂呼求，来祷告，哈利路亚！

“主啊，真的是顺从圣灵的生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令人羡慕！噢，主，感

谢祢！赞美祢！主啊，我相信祢，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要！我们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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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想要，主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得到，都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成为属神的人，

成为众人羡慕的基督徒，也是主耶稣所认可的，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我们自己

也过的每天充满活力，每天充满惊喜，每天都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每早晨都是新

的。噢，主啊，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同学，主啊，让我们

过了这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跟随圣灵的基督徒。噢，主啊，都过的很喜

乐，很平安。 

主耶稣，感谢祢！赞美祢！赞美祢！主啊，我们刚才想起在国内有一个教会

教的很好，叫大家‘要向己死’，要背十字架，但是他（她）们还没有经历到圣

灵，没有经历到这圣灵是活的，在他（她）们里面。哦，主啊，求祢帮助，帮助

这样的教会，帮助这样的牧者，让他（她）们心向祢打开，向圣灵打开，他（她）

自己能够得到了，也能够去教导。在他（她）带领下的信徒，每一个都能够来经

历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破碎跟建造、跟重建、跟更新。

哦，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我们今天在线上每一位同学一定听到圣灵这样的带领，真的很兴奋。

主啊，他（她）们在向祢求，主啊，祢就来垂听，我们每个人向祢求，祢就来垂

听，祢就来赐下，祢就来引领！主啊，先给我们有顺服的灵！顺服的灵，愿意顺

服祢，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祢！让祢来引领。每天都对祢说、都对自己说：我

不要这个自己，我要听神的！我们每天都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祢！圣灵

啊，求祢来，求祢来！来帮助我、来引领我、来引领我，让我过一个合神心意的

生活！主啊，当我们每一次向祢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来，就来引领我们，感谢赞

美主！主啊，我们要把尊贵荣耀都归给祢，我们也要感谢祢。因为祢来了，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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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我们死，更为我们活！更是让祢自己的灵下来，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可以来

引领我们！哦，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感谢祢，赞美祢！谢谢主垂听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其实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死’，其实我们

是‘死’是为了‘活’，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死’是为了‘活’。耶稣 ‘死’

了就复活了，是不是？我们是叫‘老我死’，不是说苦哈哈的，让他去‘死’：因

为你不好，你去‘死’，你去‘死’。‘死’是为了‘活，’‘死’是为了让另外里

面那个人强壮起来，让主耶稣能够活出来，其实‘死’是为了就是像‘一颗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参约 12:24）只是我们若是只传讲‘死’

的真理，没有‘活’的真理，那就苦哈哈的，真的很苦很惨。但是我们有‘活’

的真理，有‘活’的真实，我们就一定是喜乐的，是不是？所以我上一次我讲，

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一定是平安跟喜乐的。我们什么时候不喜乐了，那一定是有

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平安，失去一点平安，那你知道可能你跟圣灵有摩擦

了，因为有摩擦所以就不滑润了，就觉得没有平安了。所以这是我们检验我们自

己，是不是活在圣灵里边的一个检验。什么时候我们失去喜乐了，什么时候我们

没有平安了，那你要知道说我们可能已经跟圣灵的轨道有一点脱轨了，我们赶快

要回来，赶快要回来。我们赶快回来，我们就会经历那个复活，经历那个活的生

命活出来。其实我本来有一首诗歌，我们那个大本诗歌 203：《由死而生》，我们

大家都有看到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吧。 

唱诗:《由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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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由死而生，恩主 这乃是说明，生命在此，或

是在于来世。”这是一个问候，由死而生就是我们圣经里有这么讲。然后这个写

诗的人就问说:“恩主啊，那这个‘死’跟‘生’到底是讲现在呢？还是来世呢？

就是我‘死’以后才‘生’呢？” 后边是一个回答说:“不必等候，毁坏破碎的

器皿，即今可在陶人手中陶制。”恩主回答他说：“不是等到你‘死’了埋葬在坟

墓里，以后复活的时候才生的，就是现在你只要愿意被破碎，你这个破掉的器皿

就可以在陶人的手中重新来被陶制。其实就是那个陶匠手中的那个泥块，他就是

捏捏捏，捏成一个器皿。但是不好，弄得不好，把它捏碎了，重碎了，你要愿意。

假如这块泥它很有自己的主意，它不肯，它不肯被破碎：No，我就是这个杯子，

我就是这个杯子，我不要碎！那么它就是永远那个不漂亮的，做的不好的、很粗

糙的那一个杯。但是他若是很柔顺的愿意在陶匠的手里来被破碎，那么这个陶匠

马上就可以把它重做，做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器皿。（待续） 

第三部分 1:00-1:20 

所以说这个‘由死而生’不是说我今生这个生命死掉以后我复活之后就变得

很漂亮，不是！我们今生今世就可以。从一个不好的，被圣灵来调教、来塑造，

成为一个美好的器皿，一个像耶稣的人。 

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更好了，没有谱，更容易放了：“由死而生，何等奇

妙的复活。种时明感软弱，起时强壮。你的生命显于劳碌和折磨，时刻非我，乃

是基督我王，”由死而生何等奇妙的复活！你有没有见过你认识的一个人，也许

你们常常在一起，但是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跟几年前太不一样了，你觉得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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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变成这样。或者是一个人你很久没有见，当初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一

个样子，等到久别重逢，你看到说：这个人怎么现在是这样的！以前他是一个很

属肉体的，现在很爱主很爱主，讲话讲来讲去一讲三句就离不开圣经，两句就离

不开感谢主，没几句就离不开圣灵怎么带领，你会不会觉得真是奇妙，怎么一个

生命可以变成这样的！种的时候是感到软弱的，但是起的时候是强壮的！ 

当麦子埋下去的时候，可能普普通通不觉得它怎么样，或者我们自己愿意来

跟主同钉十字架，来把这个老我来钉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是很勉强，甚至

很无奈，因为没有别的路好走了，我不死不行！我试过很多的办法，就是没办法

做一个我自己想做的基督徒！我觉得没办法了，非死不可！有时候是真的不得不

去死了，不得不让圣灵来帮我让他死了。那个时候好像还很软弱，不知道我们死

之后让圣灵来做。我们一路跟随一路跟随，圣灵讲什么我们就愿意去顺服，有时

候很难，明明跟我自己的意思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跟主说我愿意照你的意思，不

要照我的意思！当我们去跟随的时候，就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等到这

一件事胜过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哇！会去讲见证，会去分享，会去讲神有多好，

会去带人信主，因为我们有见证了。我们有见证要带人信主就很容易，你就可以

结出很多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 

在我们很无奈很劳碌的时候，我们因为顺从祂，祂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的

时候；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带聚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带，我们是战兢恐惧地去带，

毫无把握地去带，有时候都不知道说今天该讲什么。当然我们若是有进度的，有

书可跟的，那个就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照书读，照进度去带，但那常常是死的，

那种聚会常常会是死的，带不出生命来的。但你若是在这种有进度里面祷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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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主啊，我应该怎么来带呢？”有圣灵参与的时候，你会觉得带出来是不一

样的。所以说我们是没有进度的，没有预先的内容的、没有讲稿的，心里很多时

候是战兢恐惧的，不知道今天主要做什么？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当你顺从主，

顺从圣灵带领，等一下真的让圣灵来，圣灵真的来了，祂自己来带，带出那个聚

会来，别人都说你今天带的聚会真好，你只能说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

是主，真的是圣灵自己在带！阿们。我看到雅玲在点头，你有带过小组的，你有

带过查经的，你有带过聚会的，你就知道你若是能顺从圣灵，真的很多时候是这

样，真的不是我带的，是圣灵自己在带的。 

第三节：“由死而生，客旅道路何孤单，认识十架者，却都愿同行。效法祂

死，他们与祂同苦难。因祂，就将万事当作有损”。当我们都作客旅的时候，有

时候我们会感到孤单，当然我们现在若是常常过内在生活，常常有主的同在，会

越来越没有孤单，越来越不觉得孤单，但是偶尔你可能会觉得你经历的好像别人

不知道。我这里有个姊妹，最近她生病，她以前也曾经有忧郁症，她就常常这么

讲。她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她在心里难受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没有人能够明白

她那个时候心里的苦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家里人没有一个能明白，没有一个能体

会到她心里的那种苦。 

真的，我们若不是过内在生活，我们若不是常常来与主同行，你又想顺服主，

你又想听祂的话，可是你有时候又做不来；或者是别人对你怎么样，你明明想学

主耶稣那样去对待他们，但是你又做不来，你心里还是有气，你心里还是会受伤，

那个时候你感受到的别人又不知道，不明白，也帮不了你，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

觉得很孤单。但是当认识十字架的这些人，知道可以由死而生的这些人，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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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线上的同学们，我们听到说顺从圣灵有多好有多好，我们刚才听的很

多见证，大家很多人都听得觉得很 amazing，都觉得好奇妙。那你觉得说没有

关系，我就是只要跟主就好了，别人都不知道都没有关系，只要主知道，只要圣

灵还跟我同在，还愿意带我，我就跟着祂就好了。我们就愿意一起来走这条路，

也愿意学耶稣那样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照着祂的旨意，不要自己的旨意，愿意

效法祂的死。 

其实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祂在十字架那个时候的死，那个时候当然祂身体众人

看到的被钉死，但是祂的死是从祂愿意一直的顺服神，祂就是一直的愿意死。特

别是在客西马尼园里边祷告的时候，祂曾经求神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挪去，”

（参太 26:39 中）那个时候祂就已经死了！祂跟主说：“不要我的意思，要我的

意思死掉，要照你的意思，我愿意你的意思。” （参太 26:39 下）所以我们学习

耶稣的死其实也是这样——一直的学祂说不要我的意思，我要你的意思！ 

虽然那个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完全顺从下来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完全顺从下

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苦！因为我们需要再挣扎，我们自己又没有能力，

又觉得有点害怕，圣灵还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完全掌权，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彰显

出来，那个时候会觉得很苦。 

但是在我们的意志里边，在我们的信心里边，我们跟主说: “我只要祢的旨

意，我只要祢的旨意，我要跟祢一起死！”。当我们完全一顺服下来的时候，一霎

那圣灵就可以完全掌权了，祂的能力就能够彰显出来了。我们只要知道：主耶稣

只会给我们带来生命跟平安，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丰盛。我们相信衪，我们要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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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万事都当做有损的。因为所有除了耶稣之外，其它的事情，我们若是去要

了，就会拦阻我们来得着耶稣。所以，我们要得着耶稣、生命、平安、丰盛，我

们就要把所有拦阻我们来得着祂的，都当作有损的、都弃决！包括我们那个老我，

都弃决。那我们得到祂，得到耶稣，就是最美好的事情，当我们跟着衪一起死，

就一定跟衪一起生。 

第四节说:“由死而生，何等有福的使命”。我们好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我

这边是说: “由死而生，福在使命能长远，从天上的清澈，纯净江河，生命丰盛，

带着洋溢的活泉。告诉渴人，从此无需再渴。”小静这边是: “由死而生，何等

有福的使命，从天上的洁清白明江河”。我觉得这边还更好：“清澈纯净的江河，

带着活泉生命洋溢又丰盛”。这边是:“生命丰盛，带着洋溢的活泉。告诉渴的人，

从此不需要再渴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作、现在在作的。就是我们要顺从圣

灵。其实，就是要让我们那个老我去死，就是我们不要顺从我们的肉体，那这样

是非常有福的，这样我们这个生命，就能够更加长远的来活在主里边。 

 “天上清澈纯净的江河，”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我们常常提到的，我们

现在进的这个圣灵的水流。圣灵是圣洁的、纯净的、很美的、很清澈的、很单纯

的、就是带我们单单来要耶稣，单单来得耶稣的这个江河，带我们进去,最后就

是很丰盛、很丰盛，带着洋溢的活泉，这个不只在我们里面很丰盛很丰盛，而且

能够溢出来这个活泉。这个江河在我们里边成为泉水，能够满溢出来，满溢出来。

就是我们所有饥渴的人，只要来得到、只要进入了，最后就是这样的，就不会再

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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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饥渴很饥渴，我们是一直很饥渴很饥渴。一直很饥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直要、一直不停地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已经得到一

些了，但是还是不够：“我还要”！ 

我们可以一直的饥渴，但是，我们至少不会饥渴到还没有进入，还没有得到

的那个样子那么渴，渴到巴不得有人给我一点水，那个指尖弄一点水来润一润我

的喉咙都好，渴到好像嘴唇都干裂了，渴到真的是再不喝我就要死掉了那个样子。

那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饥渴，但我们一饥渴，我们很渴，我们来要，来向神要，

来向神寻求，我们就得到！得到还是继续向神要，我还没有满，我还没有满，我

还没有完全死掉，我还不敢讲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参加 2:20)这句话我还不敢讲，因为偶尔我这个老我还会出来，我不知不

觉我还会骄傲、我还会悖逆、我还会什么……。但是我们是越来越来越来越来越

没有那个老我，越来越像耶稣，那我们就不会像当初那种渴了。就是说: 告诉渴

的人，你只要来、你只要来，进入这个圣灵的水流，你就不需再渴、不需再渴

——就是讲那个最后的结果，就不再渴了。 

感谢主！现在是好像时间到了，当然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是还可以讲的，因

为衪的那个水流是一直流不完的。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说: “主啊，主啊，这样的

生活我要、我要！”这首诗歌后边几节我们没有时间唱了，假如你能够找到，你

可以平时来唱。就说我们真的是要由死而生，不是等到我这个生命结束之后，就

是我现在还在地上，不管我多大年纪，我就要由死而生，我就要过一个复活的生

活！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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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感谢祢！赞美祢！主啊，讲起祢来，真的一个半钟头，大家都不困，

都不累，因为祢是那个娟娟的涌泉，有太多好分享的。主啊，巴不得我们这些学

员不久之后他里面就涌出那个活泉来，有很多去跟别人分享。主啊，感谢你！赞

美祢！主祢在我们当中来活、来活！圣灵啊，我们这一群都是要祢的人，祢就来

每天来带领我们，要我们要作那两种基督徒中的那一种——就作顺从圣灵的基

督徒。主耶稣，感谢祢！赞美祢！谢谢祢今天对我们所释放的，谢谢祢赐给我们

有一颗饥渴的心，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要，祢就会给我们，这是祢的应

许，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平平安安离去，但是祢的

话语仍然在心中，而且心中马上就决定要来顺从，要来顺从圣灵，顺从不来也求

圣灵帮助，让我们就是会顺从！主啊，感谢祢，赞美祢！让我们都成为有福的基

督徒。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