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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8 晨 郭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心一转向祂，你就会感觉到祂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跟祂在

一起！我有点不太想讲话，因为在祂里面享受祂，真的是莫大的福分！我们今天是这个月最后

一课，也是《如何随从圣灵》的最后一课。我们怎么随从圣灵？——是要靠灵觉。在《约翰

一书》四章 24 节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参约

一 4:24 下）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好像远远在天上，在新约的人几乎没有人说见过天父。在新约

一开始，耶稣诞生了，门徒们跟了祂三年多，后来耶稣也升天了，门徒们再也见不到祂了。但

是耶稣升天之前就告诉门徒说：“祂去了之后，祂会求父，父就再降下一位保惠师来给他们，

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祂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参约 14：16）当时在肉身的耶稣并

没有住在门徒的里面，只是他们常常跟祂在一起。那圣灵这位保惠师是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而

且是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不会离弃我们。只要我们是真心相信主，而且是邀请圣灵来住在我

们心中，来降临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心中，作我们的主，祂就会来帮助我们。甚至不少初信

的人，他们决志祷告的时候，他们有真心把自己交给主，邀请圣灵来住在他们的心中，他们都

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感觉。就是真的他们什么都不一样了！ 

昨天听一个姐妹讲，她的先生跟着她来教会，她信主之后就带她先生一起到教会，那么他

的先生去好多次也很感动，也觉得这位主是好的，人家叫他做决志祷告，他说都决志好多次了，

但是有一天，他自己觉得他真的要来决志、要来信主，要来让圣灵在他心中掌管他，所以他自

己要求：今天我不是你们要求，而是我自己真的要决志！那个牧师就很慎重的说：那你要到我

家里来。牧师就为他祷告，他自己也真心祷告，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真的不一样！他太太见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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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生命真的不一样，平时讲话天花乱坠乱讲啊，做生意的时候当然就是有一些生意经嘛。

但是那一次他做了决志祷告之后，他真的不敢随便，讲话跟以前不一样，文雅很多。做生意也

真的就诚实，反正什么都觉得不敢随便，好像有人在里面管他一样，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我

们的神是活神，是会说话的，只要我们把主权交给祂，祂也很乐意来管我们，大事小事他都愿

意管；喝酒抽烟祂会管，吃饭做饭祂也会管，祂愿意管，说话他更愿意管。大事大到我们要搬

家、搬迁、移民，或者找工作、结婚、谈恋爱，所有这一些祂都很乐意来管，只要我们来求问

祂，求祂来给我们做主，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祂都会管。 

上个礼拜我也讲了一些见证，就是别人的一些见证，甚至我们买东西要送什么东西祂都会

管，祂都会告诉我们。这个月当中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好像是这个

礼拜二，在美好清晨当中就有台湾一位姐妹，就讲到她在五六年前，她说对圣灵不是很认识，

但是她在线上参加一个小组，好像是艾玛的小组是隔岸的，她说在这个小组里面就得到一些帮

助，也听到关于圣灵带领的这些事。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自己独立在养他儿子，已经养了从

13 岁到那个时候已经 18 岁，她就是含辛茹苦的在养他大。那一天不知道在讲到什么，这个儿

子就发脾气，讲话的时候儿子就发脾气，进洗手间把门一甩很大声，噴的一声就甩门，她好生

气想到说：我好不容易含辛茹苦养你大，要甩门也是我甩，怎么能轮到你甩呢？心里好气！她

就讲说：“你凭什么甩门？”他儿子就用英文说：“Shut up！”别开口，别讲话！哇！她更气

得不得了，本来就想把他大骂一顿，当时忽然里面就有一个禁止，而且好像把她的嘴给锁住了，

让她无法讲话了。她就跑到房间去哭，心里想：这么大的事她讲不出，一定会哭个死去活来，

不知道要哭多久呢？但是她把她的苦情跟主诉说了一下，没几分钟里面就平安了，就没事了。

她说完全想不到，她才意识到：啊，真的有圣灵在我里面在管我！所有这真的是千真万确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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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这边的早上，在亚洲是礼拜五的晚上，周牧师里面的课讲到他如何学习跟随圣灵，

圣灵在很多的事情上引导他，特别是他们全家搬家，很多的事情还有非常奇妙的见证，也有很

多的教导，你们一定要去听，你们一定要听录音。我们这学期是三个课都开放，每周三堂课都

开放，不管你报名是哪一个班，只要你能够参加其他的班，你都可以听的，要不然那个时间不

合适你再参加其他的班，亚洲时间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早上，礼拜六晚上三堂课，都应该是

同一个题目。你能听你就全都听全都上，假如没办法全都上，假如你上了你自己报名的那堂课，

那其他两堂课你还是听录音，这样信息才比较完整。 

我想其中几个重点我们要强调，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圣灵愿意来掌管我们，只要我们交

给祂，祂就来掌管我们。这个就是随从圣灵生活，也是我们内在生活的根本。 

第一件：我们过内在生活就是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神自己做的， 

第二：是我们自己要愿意把主权交出去，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这

个愿意的心，有愿意顺服的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基督就会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第一个我

们首先要留意注意的，就是我刚才提过说，圣灵在很多事情上都会来提醒我们，来管理我们。

衪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很微小的声音来感动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催促我们、或者是禁

止我们，有时候甚至是严厉的责备我们，让我们心里非常的不舒服，知道说错了错了错了！所

有这些呢，第一就是我们要非常留心圣灵这个微小的声音！当圣灵有感动，就是我们心里好像

有一个感动，或者有一个意念觉得要去做什么，只要不是、不会违背圣经的，不会有害的，不

违背圣经的，一定是好的、是对人有帮助的，是对聚会有帮助的，我们就学着去顺服，到时候

神就会给我们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祂，因为最后就会印证，事情会成就。 

上个礼拜我们上完课之后，艾玛就跟我讲一个见证，就是她上课前怎么听到圣灵微小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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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我说你上个礼拜可不可以讲见证？雅玲在吗？ 

艾玛的见证：就是上个礼拜轮到我和郭牧师这个网校的课，那我就 15 分钟前先开机就坐

在那里安静。座在那里安静，我其实刚睡个午觉刚醒来，好像精神特也挺好的，我就座在那里

安静，安静安静，心里就突然有一个好意念，一个提醒说：“你去把 JMI 诗歌的 pdf 调出来。”

我就说：“是吗？”，可能刚睡醒，我自己回答说：“好，”我就去 JMI 的网站，把诗歌本给找

出来，因为我比较少在那里找资料，还花了一点时间把它找出来，我就把它放在桌面，我想等

一下 share screen 要用的话。那其实我在 host 这几次，从来没有人叫我放诗歌本，我就想：

我就顺服，我就做。做完后我就继续安静。上个礼拜我也特别认真在听讲，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郭牧师就说：“我们今天课程一个小时到此结束。”就这样就没啦？后来小静又说：“不是不是，

郭牧师，我们是一个半小时的课，”郭牧师就说：“哦，好好好，耶稣是讲不完的，”然后继续

讲耶稣。后来她就说：“对呀，我们诗歌还没有唱，那我们现在来唱大诗歌第几首第几首《由

死而生》。”啊！那时候我就想说：感谢主！还好我有顺服圣灵的提醒。因为当初也是觉得自己

刚睡醒，也不知道有没有听错？但是我就想说：那顺服嘛！如果要用就有，没用也感谢主吧。

我就学习顺服。我觉得那首诗歌也非常非常祝福了我，后来我就觉得：还好有顺服。也感谢主！

让我有一个愿意这样学习的心，我就说到这里，感谢主，阿们！ 

    谢谢你！上个礼拜很奇妙，其实聚会前我就想到这首诗歌，等一下聚会的时候可能要唱到

这首诗歌，但是上个礼拜也很奇怪，到了 5 点我就以为，咦，好像 5 点结束哦，我就说那时

间到了，没办法结束吧。后来小静说不是啊，是到 5:30。我才想起来，噢，对对对，是到 5:30。

我们有一首诗歌要唱的还没唱呢，所以刚好是雅玲预先有预备好，不然我们上个礼拜就会浪费

多一点时间。我说也真是神很奇妙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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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例子，圣灵会提醒她要去把诗歌预备好，这个绝对不是坏事，而且平时没有这

种感动，没有这种提醒，但是那天忽然就有，我们就要留意，可能真的是从圣灵来的，那顺服

就好了，所以后来下课之后雅玲跟我讲，我说：哦！你这样不断地从小小的事情里面这样顺服，

而且后来证明这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她的确没有听错，所以我说：你以后对圣灵就会越来越

敏锐。我们就是学习在这些小事上面一直来顺服。 

我们最近就是这个月一直在讲《顺从圣灵》，然后就想我们顺从圣灵，有很多奇妙奇妙的

事情，有很多很多惊喜在我们生活当中。昨天我就听到一个姐妹说，上个礼拜下课之后，刚好

我们这边晚上要做饭，她说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以前反正做饭就做饭嘛，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

么样，唉，上个礼拜就特别好像里面有在依靠圣灵，让圣灵来带领，他就好像有顺序的、有条

有理的：这个菜先弄哪一个?后弄哪一个?这个菜怎么摆？反正就整整齐齐很有次序。然后她一

边做，一边觉得好像很不一样，跟平时做菜做饭好像很不一样，圣灵就在其中教导她，做的跟

平时特别不一样，很有秩序，很有条理，里面又很喜乐很喜乐，一边做一边很喜乐，后来大家

来吃饭就觉得那天的菜特别的好吃。就是说，圣灵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这样来带领我们。 

礼拜我提到一个姐妹去看公公婆婆，要买东西就求问圣灵，圣灵就引导她，结果就正是他

们想吃的东西，就非常的奇妙！所以就是我们平时要留意圣灵的带领，包括感动、催促、禁止，

常常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出乎神的，祂会来禁止我

们。特别好像我们在背后说人，或者是人家讲我们，我们不服气想顶过去这个，这些时候圣灵

常常会来禁止我们，我们就要顺服。有时候话讲出去讲了半句了，圣灵有禁止，就 stop，就

不能讲下去。当然一个已经顺从圣灵，已经是在过顺从圣灵的生活，她很多事情大大小小都会

顺服圣灵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的，一被提醒一被禁止，他们就会马上 stop。但是开始学

习的人，或者是还没有开始，我听过还没有开始学习的，或者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不要乱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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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背后说人、不要去跟人家顶嘴、不要去骂人等等这些，但是还没有听过这种教导，还没有

自己愿意操练来顺从圣灵带领的，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听过一个姐妹说：她有一天，人家很无理，很无理，好像大家在拿东西呀什么，后边的

人就抢她的东西，就是非常的无礼，那么她很生气，她想大骂，但是觉得还是不要，就忍忍忍，

走了一段路回头过来还是骂。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是顺从圣灵，仍然活在肉体当中，里面即使有

禁止，也不容易。但是若是我们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过随从圣灵的生活，我要把自己交给主，

我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不要做神的仇敌，我不要和圣灵相争！在圣灵有拦阻有禁止的时候，

我们马上先停下来，有时候觉得自己很难，忍不下去这口气吞不下去，我们就赶快回来找圣灵，

告诉祂说：“我不行，我不行，你祢要来帮助我，我吞不下去，我忍不下去，祢来帮助我！”这

个时候圣灵一帮助，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姐妹，就是她本来想骂出去，想骂她的孩子，但是她

已经有知道圣灵掌管这么一回事，知道里面可以有圣灵这么一回事，圣灵就禁止她，甚至好像

把她的嘴锁住了，让她要骂也骂不出口。若是我们真的这样把自己给圣灵，求祂说：“我不该

讲话的时候，我不该骂的时候，不该发脾气的时候，祢也这样来锁住我，”祂也会这样来帮助

我们！ 

就是只要我们留意里面圣灵微小的声音，而且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我们上了这一个月的

课，就是要有这样的心，说圣灵：“圣灵啊，求祢来帮助我，我一定要过顺从圣灵的生活，祢

不要让我再活在肉体当中！”那么遇到平时圣灵有一个感动、一个催促，一个禁止，圣灵在我

们心里一有小小的动作，我们马上就会留意到，而且赶快来到祂的面前说：“祢帮助我，祢帮

助我，我要顺服，我要顺服！”虽然一开始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不

知不觉的好像很容易的圣灵就帮我们作成了！我们就可以不犯罪，不得罪祂了，不与祂为敌，

不跟祂相争了。所以第一就是我们要留意。像好的事情、感动我们去做什么事，像刚才雅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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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我们顺服就是了，不要忽略，不要想不知道是不是?就去顺服，就选择去顺服，就去

做，以后就会越来越奇妙，越来越奇妙。 

另外关于一些大事情，我们愿意走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不想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

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圣灵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周牧师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关

于他要移民美国的，那么圣灵一路带他，你们自己去听听录音，今天应该会出来，今天大家去

听录音，非常好的见证。其中我们要留意的说：当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求问圣

灵的时候，圣灵一路带领，一路带领，那我们要分辨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出乎圣灵的

带领?第一个首先我们要有感动，或者是好像有一个命令；或者是我们的单位，我们的上级叫

我们去做，当然我们可以自己选择的，好像说给你这样的机会，那我们的就来求问。第一是说

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好像是相应的感动？假如有感动我们，第二我们要求有神的话语，有神的

话语来印证这个感动是出乎祂的。我自己也常常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我讲过我 86 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第一个 sign,属灵的那个叫什么？是神给我的，第一个

不是讲方言，而是开通了我的灵耳，会听圣灵的声音。我记得第一次听圣灵的声音，我当初好

像还跟祂有对话。我第一次听到圣灵的声音，当时我来美国，当时在 86 年，我们在国内的工

资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当时是联合国资助，每个月有给我一点钱，那个钱够我们在美国的生

活。当时我就要知道要十一奉献，我就跟神说：我十一奉献，我不奉献在这里，因为美国大家

都有钱嘛，我留到以后带回国内去，那个钱就很大很大了。我就这样跟主说。我没有想偷神的

钱呢，好像我心里跟主说，我十一奉献不在这里奉献，我一年之后我带回中国去。我当时就没

有十一奉献，每个礼拜就奉献几块钱：5 块啊，10 块啊，20 块啊这样。但是那一天不知道是

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刚好是我在缺钱的时候，本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给我一年的资助，

那时候只给了我五个月，他们就没有寄来了，那我心里就很着急，我就向神求，“主啊，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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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赶快把钱给寄来，”不知道他们说话是不是算数，我就求神去管他们，叫他们快点把钱给寄

来。 

但是忽然之间圣灵给我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十一奉献，奉献在这里。”在我还在

跟神辩，我说：“十一奉献在这里算不了什么了，我拿回去就会有用，很多很多，”但是神说：

“不行。你现在正在缺钱，你不奉献出去，你等一会儿把它用掉了，你就等于是在偷神的钱。”

好像跟神还有对话，一开始祂就说你要把你的十一奉献，奉献在这里，那我吓坏了，说：“不

可以不可以！赶快要奉献，不管以后钱有没有来，现在是神说的，我赶快。”这是我第一次听

到神的声音，很奇妙的。我就算，应该平时有奉献一点一点，现在还欠多少，好像还欠 500

块，我赶快下个礼拜就写了一张 500 块的支票就奉献。（待续） 

第二部分 00：30-1：00 

    那笔钱对于当时 86 年的我们来说，真的是可能是一两年的工资哦，我们在国内是几年的

工资，但是我就真的就顺服，就这么奉献下去。后来过了不久，大概过了几个礼拜，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就把那笔钱，就把后边七个月的钱一下子寄过来了，而且还加了九百块给我。还是七

八千还是九千?我记不清了，差不多快九千，除了那几个月答应给我的，还加了七个月给我，

还加多九百块给我说：给你去买书。哇！我就真的知道说：我那次听到的，真的是的的确确从

圣灵来的，而且我去顺服了，神很喜悦，加倍的给我！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因为第一次我听到

我顺服了，就陆陆续续、陆陆续续，圣灵就不断的跟我讲话，有时候是用不同的方式，有时候

是用我读到的圣经的话，有时候是用我所唱的诗歌告诉我，当然好多次是真的是给我有话语，

就是听到有话语，不是肉耳听到的。这个声音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还是左边来的？右边来的？

里面来的？反正就是有个声音，不是肉耳能听到的那种声音，是里面灵耳能听到的声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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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非常奇妙的，而且像这样子的有祂的话语，当然这样一件事也是绝对合乎圣经的，圣经也

教导我们要十一奉献，有圣经的话语的印证，只是我自己自作聪明，我跟神说我不要在这里奉

献，我要拿回去奉献。神爱我，神不愿意我等一下我没钱把它用掉了，偷神的钱，所以祂就让

我在这里奉献，祂一点也没有亏待我，反而把后面的钱再加多的比我多将近一倍的钱给我。圣

灵真好！圣灵告诉我们，其实都是给我们益处，我们顺服了，只会有益处。后来就接着陆陆续

续的，不断地有听到圣灵的声音。 

刚才我们讲第一要有感动，第二要有神的话：包括圣经的话，你唱的诗歌，或者是你读的

圣经，有时候神还会让别人来再给我们印证。周牧师今天讲的他得到神的话之后，还有另外一

个牧师也在祷告的时候得到神的话，神叫他要来跟他讲。就是有别人也从神那边领受到，当然

是要会听圣灵的声音，会顺从圣灵的那些人，他们所讲的就是更奇妙的印证。 

第三呢，要有环境的印证。神会预备让环境来印证这件事。当时周牧师他讲到的，就是他

们要搬家嘛，他们自己原来不想来、不喜欢来美国，但是师母听到之后，就说我们来祷告啊，

来求问神！师母就祷告神说：“假如是祢要我们去的。”因为他们要买机票，六个孩子没钱买机

票，需要把他们的东西卖掉，把他们的家具都卖掉。她就跟神求说：“祢让有人来一次过，把

我们的全部家具都买掉，”就是不要说等一下人买一样，等一下又一个人买一样，不知道什么

时候才卖完。她就是有这么一个祷告，结果神真的就安排一个师母来他们家看，说：“你们是

不是全部卖呀？”“是”，然后就一下子全部把他们的家具全都买了，所以这也是一个环境的印

证。 

我要提的就是：有时候在我们事情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个环境不一定是跟我们的感动，或

者是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只要是从神来的，中间若是有不一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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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环境好像是相反的，神明明说是这样，但是环境却不一样啊，不可能啊，这件事不可能呢，

完全不可能啊。但是是出乎神的话，最后这个环境会变到事情成就，照着祂的旨意来成就。 

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本来我到美国是一年，但是神很奇妙的，当然后来事情过后我就知道

神的旨意，就是要把我留在这里了。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很乖的，我就跟人说：“一年之后

我一定回去，我一定回去。”中间有人叫我怎么叫我留下来呀，甚至给我铺好路啊，我的叔叔

说：“我入籍的时候，我已经填你是我的女儿了，你可以正正当当的可以申请。”我说：不行，

这个是假的，我不可以做这种事，以后我服侍神，我怎么去跟人家讲，”所以我不敢。但是后

来神用祂的方法把我给留下来。怎么留下来呢？第一步就是感动我们单位送我出来的那些教授

写信叫我：“你一年时间到了，你不要回来，你去读个学位回来。”我们当时八几年以前中国没

有学位的，你做的再大，你读的再多书，也没有学位，所以他说你去读个学位回来，然后还讲

好让我读个什么专业再回来。一开始我也糊里糊涂，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是他们写的信，

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从神来的？我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可能？我当时

已经四五十岁了，我当时四十几岁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说：好吧，这件事交给神。我就祷告，

我就叫我先生，你也祷告祷告。 

有一天我写信给我先生说，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吧。那张纸我写了一半，突然圣灵告诉我：

“这是我的意思，这事情是出于我的。”突然之间，我想也没想到，从来也没有想到，前面还

跟我先生说：为这件事祷告吧，也不知道这个事是不是出于神?写到一半我就跟他说：“我现在

知道这个事是出乎神的，是神的意思，而且一下子我就给他列出六七个理由来，是我完全没有

想到的！这就很分明是从神来的了，后来神也给我话语。我就说：“我没钱啊，那怎么办？” 

第二步，我一直求神说：“那祢让人家答应给我奖学金，祢答应给我奖学金我就去。”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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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几个学校，都说我们欢迎你来，但是我们不可能给你奖学金。很多人就告诉我，第一学期人

家不会给了么，你起码去了第二学期，以后再说了，但是我就是向神求。后来就在为这件事情

祷告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在做饭的时候，我一直在唱一首诗歌：“或这样或那样，神必定预备，

不照你的方法，也不照我的方法，神必定预备，或这时或那时，神必预备，不照你的时间，也

不照我的时间，神会预备，”然后最后一句就说：“你要勇敢前进，海水就会开路。” 

忽然之间圣灵就开我的脑筋，给我想到，我手里存了几千块钱，是准备买什么电器回去的。

在大陆的人就会知道我们八几年出国，回去就会买什么电器回去，我那时候就存这些钱。圣灵

就说：“你这笔钱就丢下去，做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后海水就会分开，我就会供应。”那我知道

是从神来的，我就要顺服！所以就去买了一张机票去跟一个学校，他们接受我去读那个专业，

我就飞过去跟他们谈妥，就说：“好啊，我下个月就飞过来，就来入学了。”当我什么时候去好

像都办妥了之后，飞回去飞到我原来住的地方，然后打包行李，过了三天又飞到那个学校，在

芝加哥一个学校，我就去报到，谁知他们跟我说：“对不起！不行了，我们不能收你做学生。”

什么意思呢？因为我当时出来不是学生签证，是学者签证，J1，不可以读书的。因为学者签证

是一年到了一定要回去，任何国家来的，只要是学者签证都是这样，你的合同结束了就要回去。

我是学者身份出来的，必须要回去，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让你读书。 

   那我就傻了，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怎么回事呀？祢不是一样一样带领，一样一样有话语给

我，走的时候，我都跟那边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见证，神是这样带领的。我说到底是我听错了吗？

那祢要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呀，我以后才不会听错啊，要不然祢就要成就，祢就要负责。我就

跟神说，是祢讲的，我顺服的，祢要负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在那边呆了一个礼拜，

在那里每天祷告祷告：“主啊，你要不就告诉我，我听错哪里了？我哪里听错了？要不祢就要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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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过几天我再打电话，我去问那个外国学生办公室到底怎么样？他们就说：“你或者等

一等，让我们想一想，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助你。”我就在那边等，等啦等。过几天我再打电话

回去问，他们就说：“可以了，可以了，”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耍一点小手段，他们让一个

教授请我去做他的助手，帮他查资料，每一个礼拜为他打工 10 个小时，就不给我钱的，就是

义务帮他打工。那这样他们就把我作为这个教授的助理，就仍然维持那个学者签证，报到移民

局去，然后就说：“其余的时间你可以上课，就可以读书”。所以我讲这个见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偶尔明明听到了神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那个环境中间可以是相反的，是不

行的，不对的，是行不通的。 

我相信我们家人也会有这种会遇过这种事情：明明神是这么讲的，怎么会不一样呢？我那

个时候因为刚刚学听圣灵的声音，我就跟神说：“要是我听错了，祢要告诉我，我错在哪里？

让我知道我以后不要听错，要不祢就要成就。”原来这件事神就给我一个 confirm，给我一个

更加确定，我那样听圣灵的声音没有错，我那个频道没有错，神那样的讲话，我那样的听是没

有错的，而且最后祂真的成就了。一个给我更加有信心：以后圣灵怎么跟我讲，我就知道这的

确是从神来的。 

第二就是说既然是从祂来的，不要怀疑，即使环境不一样，最终神必定成就。这也是一个

我们分辨，到底我们听的是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不是神的旨意？一个最后的确定：就是事情有

没有成就。圣经好像在《申命记》也有教导我们，《还有《以西结书》也有教导我们，怎么来

分辨那些先知他们讲的是不是从神来的呢?——就是看事情有没有成就?他们讲的有没有成就?

现在世上有很多假先知，动不动就说神跟我讲什么，人家就说那个人有先知的恩赐，动不动就

说神讲什么神讲什么。所以我们要分辨，他讲的最后有没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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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年初到山东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两年前或三年前有一个自称有先知恩赐的人，到他

们那边讲 2019 年这里会大饥荒，就是说山东那边会有大饥荒，你们赶快要买蜡烛啊，要存粮

食啊，要做好准备，还要买教会什么，说了很多指示了。反正现在是 9 月底还有三个月，我们

就要看事情有没有成就。假如没有成就，这个人就是假的。 

很多事情我们分辨是不是从神来的？我到底求的、我听的，神跟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是不

是神的旨意？那就是看事情有没有成就！假如有成就，那就是从神来的，那你也学会：哦，神

圣灵这样跟我讲话，我真的没有听错！所以我这里补充一点说：环境的印证，从神来的，像牧

师他经历到的圣灵印证，就是一步一步刚好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我经历过很多神印证真的跟事

情是符合的，但遇到这么一次跟我听到的真的是相反的，不行的，行不通的，不可以，但是怎

么样？最后神还是成就了，那说明我原来听到的的确是从圣灵来的。 

感谢主，所以我们若是真的顺从圣灵，我们的生活是很奇妙很奇妙的！很多的平安，很多

的喜乐，很多的惊喜！我想我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就讲一下，我们这样顺从圣灵来过日子，有

多少好处？有什么结果？ 

第一个相反的，我要说的相反的。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死的，是头脑里

面的，是理性里面的，或者只是知识。我在想我们在读周牧师的那本书《启动内在生命之钥》，

里面他提到葛培理牧师的女儿，大陆是叫葛培理。他的女儿曾经讲过，在美国有上教会自己自

称是基督徒的很多，其实里面大部分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基督徒，只是个

宗教徒。他们里面没有圣灵，没有过顺从圣灵的生活，没有。他们就是乖的，每个礼拜都上教

会，不乖的连教会都不上，自己反正说我就是基督徒。那这些人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遗

传的基督徒，就是几代几代都是基督徒，这些人特别危险。他以为说我的第几代祖父祖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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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徒了，反正我们每一代都上教会，我也是上教会的，我当然就是基督徒了。其实这些人

呢，假如他里面没有圣灵，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过随从圣灵的生活，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可

能他常常是神的敌人，常常是跟圣灵相争的；或者有一些根本就是麻木，没有知觉的，会跟圣

灵相争，还说他里面有感觉，还有知道圣灵禁止他，他不听；还有一些没有感觉的，从来没有

什么圣灵的感动啊，根本就没有。这些人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就说，假如你没有圣灵，没有顺从圣灵，根本信仰是死的，但是我们有了圣灵，

而且常常过顺从圣灵的生活，那就活过来了，那就活了！你的信仰就活了！你已经被圣灵充满，

你里面的那个神是活的，你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活的！圣灵在你里面是活的！常常对你有讲话、

有指引、有感动、有禁止，就是祂在你的里面是活的，你信的神是活的！所以首先第一点，就

是说没有圣灵，那个信仰就是死的，有圣灵信仰才是活的，才是真的跟神连结的，跟圣灵连结

的。你有听到祂跟你讲话，祂感动你，你有去顺服，你和祂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连结的，这

才是活的。 

第二：我们顺从圣灵生活，一定是常常有平安有喜乐的。你说你顺从圣灵，圣灵给的一定

是叫我们遵从神的旨意，一定是好的，当我们去顺从神之后，我们心里就会觉得好平安好平安，

你也会知道，你会感觉到主很喜悦！主很喜悦！当我们每次去顺服圣灵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喜

乐很平安；当我们过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是平安，一直是喜乐的。 

所以我就会说一个顺从圣灵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在不平安的里面。当我们在不平安里面的

时候，你就要留意，你可能在跟圣灵相争，在跟圣灵有摩擦了，你和祂的意思不一样了。凡是

我们有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可能不在圣灵的里面了，跟祂有摩擦了。我们在顺从

祂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平安，一定是喜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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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还听到一个姐妹跟我讲见证，好高兴好高兴！在一两个月前，她简直是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哇！真的是愁云惨雾。好像已经完蛋了似的，本来她是常常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但是这几个月，她真的中了仇敌的诡计，然后不知道怎么去顺从圣灵，活在自己当中，所以过

地好苦好苦！但是这个月她上了我们的课之后，哇！她醒悟过来了，她向神认罪，原来是她自

己肉体的问题，是她自己活在肉体当中，所以她不断的认罪，也带着弟兄姐妹认罪，所以现在

他们都在认罪，他们就都活起来了，活起来，心里面有喜乐了，有平安了。 

就是说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喜乐的平安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美妙的

事情！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的，很多惊喜的，活在圣灵里面，你真的天天有惊喜，常常有惊喜，

我们自己有惊喜，我们小组里面不是这个人有惊喜，就是那个人有惊喜，所以我们可以天天都

有惊喜，我们活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很喜乐！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是一定不会忧郁症的，

甚至求死。我想以利亚求死的那个时候，他没有活在圣灵里面，他才会去求死。 

当然死不死对于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是不重要的，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早上周牧师还

说他们没有想到死的事，只是想到是不是到主那里去？我们说到主那里去那是好的无比的！但

是现在我活在世上，因为每一天活在圣灵的里面，也很喜乐，尽管这个世界肮脏、污秽、仇恨、

罪恶，很多很多令人看得不堪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活在其中，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天

天不知道有多少喜乐，多少惊喜，所以也活的很喜乐、很开心、很美妙！怎么会去求死呢？除

非神叫我说：好了，你来了来了，那我们就高高兴兴的去死，到神那里去。 

好像是六月份我们在达拉斯特会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来的姐妹，她就跟我说讲到关于内在

医治。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内在医治这些事，她就：“说过内在生活的人，也有人没有得释放，

没有得医治啊，好像也有忧郁症这些啊。”我说：“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因为他还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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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说你有来听课了，你有上网校了，你就已经在过内在生活了；不是说你有参加一个安

静等候神的小组了，你就是在过内在生活了。我们过内在生活，就是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 

最简单就是这么一句话：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管制我们，然后基督活出来。最重要我们要

来让圣灵来掌管我们，是不是？假如我们常常让圣灵来掌管，常常过随从圣灵来生活，你说还

有那些不释放啊，不得医治啊，整天很多苦毒啊，忧郁症这些啊，这些怎么会？我们所听到、

所看到的，就是长进啊、快乐啊，神听祷告啊，我听到圣灵的声音，我顺服了，事情多美妙！

真的就是这些见证。只有他还没有进入，还没有来随从圣灵带领，他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听

课啊，来参加小组，还没有进去，那就还会有那些问题。一旦你进去了，我跟你保证——只

有喜乐、只有平安，不会有那些阴暗的东西，不会有忧郁症！阿们，感谢主。 

还有第三个，我跟你讲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 

你知道圣灵掌管，一开始好像很痛苦很痛苦，其实这是极大的福分。主耶稣在临离开门徒

之前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参约 14：18）孤儿就是没人管，没人管的人才是孤儿，

圣灵来管我们，我们就不是孤儿了。圣灵来管我们，就是带领我们走正路，走蒙福的路。（待

续） 

第三部分   1：00-结束 

而且这个管制里面，就包括祂会负责任，只要是从神来的，我们一顺服，祂就一定负责到

底，祂就一定会让事情成就，祂就会一定负责到底。但是我们靠自己的肉体，想要做什么要想

做什么，比如说圣灵明明叫我们不要跟这个人结婚，但你一定要，那到时苦头就是你自己吃；

或者圣灵明明叫你们不要离婚，你们自己一定要离婚，那么离婚的苦头也是你自己吃。但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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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叫了，我们顺服了，祂就会负责到底，祂一定会把事情变成美好的，变成大有平安，大有喜

乐了。所以这个管制的里面包括负责，也是一个保护，圣灵管制我们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 

你说有人管的孩子是不是有人保护？没人管的孩子就没人保护。圣灵管我们其实就是来保

护我们。很多时候圣灵说：这句话不要讲！我忍不住我非讲不可；叫我这个脾气不要发！我还

是要把这脾气发出来才痛快，有时候这么一讲，我这么一发，就嚷成大祸。但是祂管我们，其

实是保护我们，免得我们受害，免得我们大祸临头。其实你知道有圣灵管，是好的无比，是很

大的福分！我们就是求，巴不求：圣灵，祢来管我，祢来管我，祢来管我，然后我要顺服，我

要顺服！ 

一开始我顺服不来，祢帮助我，祢帮助我，慢慢的我们就很容易顺服。到最后周爸爸讲的

我们完全没有自己了，我们完全顺服圣灵了，那个时候就是与神完全联合了，就是我们过内在

生活的最高境界了，已经是天人合一了，就是完全没有自己了。弟兄姐妹，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只要我们开始作，开始愿意顺服，不断的、继续不断的顺服，继续地随从圣灵的引导，继续地

顺服，最后是可以的，我们这个课的目的，就是盼望我们大家、包括我们自己，最后跟神完全

的联合。 

还有另一个，我就是想提一下关于我们的聚会，就是我们的聚会完全由圣灵来掌管。你就

会知道说圣灵做的就很美妙！我们特别是有带聚会的家人在这里，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芷祥刚刚

回来很多的见证：在山东的、在武汉的，就是完全让圣灵来带，就很奇妙的结果。现在无论是

主日聚会，无论是我们带小组，你就是放手，让圣灵来带。甚至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我都求主说：”

主啊，让我不要自己的意思，一直的讲讲讲。我要在中间常常回到里面，求问圣灵：‘主啊，

是这样吗？是讲这个吗？是继续讲下去吗？’”我们就要这样一直的让圣灵来带。当圣灵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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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聚会的人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神在对我讲话。 

有时候聚会结束后，会有某个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你刚才讲的就是完全对我讲的，”那

就对了。我说，这就对了！这就是神在对你讲话。那说明刚才就是圣灵在带领聚会，圣灵知道

你需要听什么，所以就会对你讲什么。当我们完全放手，让圣灵来带领的时候，有时候在聚会

的时候，你在带领的时候，或者你在讲课的时候，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很兴奋，好

像你就感觉到圣灵在作，圣灵在开启，你自己会很兴奋。 

今天早上周爸爸也讲到，有时候我们在讲课、讲道的过程中，某一节圣经就是当时才被开

启，平时我对这节圣经没这个领受，就是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好像才有这种感动，才有这种开

启：噢，这节圣经原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以前我在带一个青年团契的时

候，有时候给他们一点分享或者提问题的时间，有时候他们提一些问题，提到圣经某一个地方，

那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读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个问题的，当时圣灵就有开启了：哦，

这节圣经是这个意思！就有一个从神来的回答，让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原来没有这个问题的，

当时籍着别人的问题，同时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个答案一样，真的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每一次聚

会我们都让圣灵来带，就会有很奇妙的结果。 

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小组，他们带领的人叫先珠姐妹，她常常不是很爱讲话的，也是比较腼

腆的，但是她的小组带的非常好！她就是能够让圣灵来做，让圣灵来带，所以他们每次的聚会，

无论是安静，他们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在安静的时候圣灵就作工，圣灵就作工，然后他们的组

员一个个就改变了，生命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圣灵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在作工？在我们这个团契里面有在做工？

就是看有没有果子出来，有没有人在聚会当中有领受？他生命逐渐逐渐的被改变。所以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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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会中让神来带领的时候，就会有很奇妙的结果，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我今天聚会或者我今天

讲道，好像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心里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好像平平淡淡的没什么，自己好

像有点懊恼。唉，过后有人来回馈：“牧师啊，你那天讲道我就听到什么什么，然后圣灵就在

我的里面做工。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带领的人有感觉，但你的的确确是交出去，让圣灵来带领

了，那就会有结果，就是别人从这个聚会里面领受到圣灵对他讲的话，或者是圣灵作的工，所

以不一定是我们自己非要有什么感觉，只要让圣灵来带，就会非常非常的奇妙。 

感谢主！是不是过随从圣灵的生活，真的是很奇妙？很多的喜乐，很多的惊喜，很多的平

安，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过。最近听到很多人对我们这个课程的回应，他们已经有进入了，已

经有一些得到了，已经有不一样了，无论怎么样，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以

前有没有开始，我们就从现在开始。你只要从现在开始，几个月后就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有的，

好像最近比较没有去领受圣灵了，比较好像又回到了自己当中了。刚才我讲到有一个姐妹，本

来他们常常在圣灵中的，但是这几个月中了仇敌的诡计，变得活在自己的肉体当中了，就变得

很受苦，但是没关系的！赶快就回来，现在就回来，马上圣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又有美妙的工

作了，所以我们又会一片光明。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真的讲到这里，圣灵啊，祢真好，圣灵真好！刚才我讲到美国洛杉

矶带一个小组的姐妹，我们有时候一通话，我们就是一直说：“哎呀！我们真是有福，我们好

有福气呀，我们能够来学习过内在生活，我们能够来安静等候神，我们能够来让圣灵带领，我

们好有福气，我们好有福气！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体会、这样的领受、这样的

感觉，圣灵里带领我们，我们何等有福气！感谢赞美主！ 

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我们仍然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来求祂，我们一起来：“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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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祢升天之后，求父神差派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住在我们的

里面，而且永永远远地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在一起，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

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一切都在神旨意当中的生活。主啊，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圣灵啊！

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圣灵保慧师，我们真的要谢谢祢，谢谢祢愿意来到我们这个原本是

悖逆的人心中，来带领我们，来纠正我们，来带领我们走义路，使我们从一个没有平安、没有

喜乐、战战兢兢、好像没人管的，祢带领我们成为有人来管制，有人来帮助，有你来保护我们，

有祢为我们负全责任的。而且当我们顺服祢的时候，美妙的事情就发生，不可能的事情就变成

可能，软弱的就变刚强，忧愁的就变为平安。主耶稣啊！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圣灵啊，

我们求祢，求祢多多的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一些刚刚开始学习的，祢就让他们

听得见祢的声音，祢也告诉他们说：这是我讲的！而且祢来成就，让他们更有信心。 

主啊，我们有听见祢声音的，会顺从的，让我们不要偏离，不要偶尔离开祢！一次也不要！

主啊！因为我们离开祢，我们自己就会受罪，我们就会受害！圣灵啊！求祢帮助我们，帮助我

们，保守我们，不让我们离开祢！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祢快快地、祢快快地把我们拉回来！主

啊，用祢那美妙的声音，或者籍着人，或者借着我们读经，或者籍着我们祷告的时候，籍着我

们勉强来到祢面前的时候，祢就重新点燃我！。祢就重新对我们说话。主啊，还有我们有的在

一直学习顺从圣灵、聆听祢的，主啊，我们还不够，我们还要更多更多，凡事、大事、小事我

都要祢的引领！ 

主耶稣啊！我们感谢祢，赞美祢！祢真好！圣灵啊！我们感谢祢，赞美祢！求祢在网校的

这些学生里面，你来得着！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得着，一个也不漏过，无论听哪一堂课的，

我们都要被祢得着！我们从现在开始都要过顺从圣灵的生活，我们都要变成世界上最平安，最

喜乐，最有荣耀见证的人。因着祢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所有的人都羡慕，也要来得着！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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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祢，赞美祢，赞美祢！噢，求祢继续的作，现在开始，现在开始，没有一个现在不开

始的，主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已经开始的都继续！让我们从今以后没有一件事没有祢带领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祢，求祢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