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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班：更深认识圣灵   (4)3/22/2019 

留心听圣灵的声音  

《圣经》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参雅 4:8）你来上课，

有的人已经在安静了,很快就进入神的同在。尤其上 JMI 网校的课，就是要来亲

近神。我们不是单单来听道或听人来讲课，是要来听良人的声音，就是我们所

爱的主，要听圣灵的声音。如果我们留心，我们常常会在人的声音的背后，听

到圣灵的声音。那圣灵的声音,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受。当你听到有一句话触摸

到你的心，或者你感觉到：“噢，这个话好像是对我说的。”那就是圣灵的声

音，不要怀疑！你以为是‘好像’，其实就是圣灵在向你的心说话。 

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要留心听，尤其你来上网校课程或是交流会，或是我

们的特会,因为我们比较注重跟随圣灵，是随着圣灵的带领进行聚会。圣灵感动

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要我们唱,就唱；要我们祷告,就祷告；要我们安静,

就安静。 

早早的预备好 ,	等候新郎到來 	

我们开始的时候,要与主连上，这个时候 好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做什么，

完全地放松，完全地安息在主的面前。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劳苦担重担

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要卸下你的重担，我就叫你们得安息。”（参太 11:28）

心安静，再与主连结。 

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警醒等候。那时候不是赶时间了，那是要

早早地预备了，然后主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这就是主耶稣用 10 个童

女来作比喻，5 个童女是预备好了，他们有灯也预备了油；另外 5 个童女,预备

的灯里面有油，但是没有预备够多的油。所以等到新郎来的时候，那 5 个愚拙

的童女没有油了，然后要去找这 5 个聪明的童女说，“我们没有油了，借点油

给我们。”这 5 个聪明的童女说，“不行，不能借，不能借。因为我们要等候，

我们要有足够的等候。”等候神也是这样，尤其要在聚会开始之前，一般教会

可能不太注重这个。有一些教会,知道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福分,有无穷

的好处，所以他们都会常常提醒弟兄姐妹。 

我也注意到,上课的时候，學員們都不能够准时到。那些晚到的人,你们要

留心，等到新郎来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那时候你再来等候，再去买油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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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及了，因為新郎已经到了。这是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学的功课。我讲的都

是实话，都是很实在的，我们要早早的预备，要早早的学习。 

神总是应许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来亲近祂,祂就会亲近我们，好像祂一直都

在等候我们。神不误事，有一首诗歌说《神不误事》,祂从来就没有误过事。

当我们 需要的时候，祂总是来。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没有听到，神不能够照着

我们所希望的快快的来到,神不误事,误事误点的是我们，我们要学习要改。 

我想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后一节，就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

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唱诗《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主的话对我们常常是一个挑战 

唱诗《祂是我一切》 祂是我满足。你可以改 后那两个字，祂是我「医

治」。你需要医治的时候,你可以唱「祂是我医治」。 近我们听到好几个病得

医治的见证, 听到好多得医治的人：有的人乳癌得了医治，有的人肝病得了医

治，有的人忧郁症得了医治。 

那就是你要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参可 9：23）你如果不信，圣经说：

“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参雅 1：7-8）这「心怀二意」

意思是一半一半。一方面可以说是半信半疑；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爱主也爱

世界。你觉得耶稣很好，你觉得世界也很好。这样的人，你不要想从主那里得

着什么。主耶稣也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神，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玛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可能侍奉两个神。”

（参太 6:24；路 16:13） 

主的话对我们常常是一个挑战，我们要与《圣经》连结的话，你就要预备

好，要接受《圣经》的挑战。比如，主耶稣说，“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参路 14：33）撇下一切的，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

要了。这意思是，把耶稣以外的事情都看轻，看淡了，只有耶稣，祂是宝贝，

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参来 13：8）祂是至宝。保罗为了

要得着耶稣，认识耶稣，他将万事都看如粪土，因为他要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

宝。（参腓 3：8）祂是宇宙至宝。 

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祂，对耶稣好像可有可无。这样的心理、这样的人不要

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而且常常会落在痛苦里面而得不到耶稣同在,所有的平安、

喜乐、安慰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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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周讲到我们要认识，认识圣灵。今天是我 后一周在讲课,就是要更深

地认识圣灵。认识圣灵就是认识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约翰福音》十

四章我们要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五章、十六章那就很有意

义了。 

父神的灵 , 在旧约就是耶和华的灵，在新約就是圣灵保惠師 

《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已经说过了，就是圣灵保惠师。据我所知道的英文

就是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但是中文用好几个字：保护、保守、恩惠、施恩、

师傅、教训、教导、赐予智慧、引导、安慰、加能力、医治等等都包括在里面。

保惠师圣灵就是这样。圣灵来，就是要做那么多！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在地

上传道、医病、赶鬼，甚至于叫死人复活，解除人的痛苦，将喜乐平安带给人，

这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都是圣灵借着祂做的，祂说“我没有一样事情是凭自己

做的，乃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参约 8：28 下；约 14：10 下）就是在祂里

面父神的灵，在旧约就是耶和华的灵，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就是圣灵。“我没有

一件事是凭自己做的，乃是在我里面的父，父神的灵，万军之耶和华祂的灵、

祂所作的。” 祂作，我看了祂作，我才作，祂要我说我才说，都是圣灵做的。

（参约 5：19）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保惠师,就是同样的一位圣灵，当初是在耶稣肉身的

里面。祂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门徒们都不明白，慢慢地他们就

知道了。起先耶稣只是讲，“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再来看一看 16 到

20 节，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 5节，但是含义很深，内容很丰富。 

你们如果能够常常这样思想，常常去默祷，我相信圣灵还有话向你们说。

因为祂藉着我说的就是这么多，但是并不表示就是这么多，还是有更多更多。

圣灵可以向你说的，向你们每一个人说的。当你们这样来花时间，安静等候的

时候，我相信圣灵还要向你们说话。我虽然跟你们查过了这个保惠师，但是这

几天我再想到保惠师的时候，好像还有更多的意思还没有表达出来。总的来说，

神要赐给我们的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当初耶稣在肉身来到这个

世界上，祂所所做的一切、所讲的一切，都是这位保惠师圣灵藉着祂所做的。

而神要差来的这一位保惠师，就是当初在耶稣的身上这样一位保惠师。我多次

的这样子讲：“要来更深认识这位圣灵。”我相信你们对圣灵应该多一点的认

识；对保惠师是什么意思，应该多一点的了解。因此，你对圣灵的渴慕，你对

圣灵充满的渴慕，也许不像以前了——只是想到说方言、先知说预言、看异像、

倒地呀；也许你现在说：“哦！原来保惠师圣灵是那么多的意思呀！当初耶稣

在地上祂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靠着这位保惠师，这位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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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祂讲到圣灵的时候，我相信祂在没有用‘保惠师’这个名词之前，

我相信祂一定是有很多的祷告、很多的考虑，“到底我怎么样才能把我父神的

灵、把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也就是我升天以后要差遣来的这位的圣灵，能够告

诉这些门徒，向他们能够说得清楚一点，好叫他们也宝贵圣灵像我所宝贵一样

的？”因为主耶稣祂说：“你们离了祂什么都不能做。”这不仅是说到我们，

祂也讲到祂自己。祂如果不是父神的灵在祂的里面的话，祂不可能说那么多，

也不可能做那么多。但如今祂要差来的这位保惠师，祂要与我们同在，要永远

与我们同在；祂要在我们的里面。祂说：“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 

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吗？ 

有网校的同学信不来,在问:“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

面吗？”我们要再来看一看十四章 16 到 20 节，然后你的灵里面要留心圣灵向

你说话。圣灵要开启你的心，让你的悟性被打开，让你的领会、让你的感受会

更多一点,这就是圣灵一步一步地启示。 

主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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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

们却认识祂，因为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单单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大大的得着安慰，我

们不再是孤儿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了。 

祂说:“我必，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祂还来与我们同在；祂不仅是一时的

同在，前面说了，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要相信，要把握着这个真理,就是神与

你同在。不但是今天与你同在，一直到永远祂都与你同在。圣灵保惠师在你的

里面，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你无论做什么，祂都与你同在，都在你的里

面；祂不但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到永远祂都与你同在。你要相信，当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我告诉你，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神

祂与我们同在。祂会和我们一起去，把我们带到祂那里，带到天上的家，也就

是在基督里,永远在基督的里面。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这是说：“还有

不多的时候圣灵就要来了，圣灵来的时候，世人是看不见的，你们会看得见。

而这圣灵就是我。世人看不见我，你们就看见我。”因为我们今天要看见主，

不是在肉眼、在身外，乃是在灵里面,用我们属灵的眼睛，用我们的信心来看祂，

就会看到祂。还有当我们看到神迹奇事，我们往往都是停留在奇妙的里面，

“哦，好奇妙啊，好奇妙！”我们却没有看见这位神，这位行奇妙之事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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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奇妙的事情，在神迹或者病得医治，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在这件事情的

里面，在神所做的这件事情的里面，神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看不见他。但是这

里主耶稣说：“世人不得见我，你们还要见我。” 

然后,祂就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因为祂复活了，而且祂活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祂而活。特别当一个人落在绝境、绝望的里

面，好像到一个地步，“哎呀，我活不下去了。”你要记得主的话：“圣灵在

你的里面。复活的基督藉着主的灵,住在你的里面。祂活在你的里面，祂活着，

你也要活着！” 

你要相信，不要光听，要相信! 你这个时候，你要信的话，你把手举起来：

“主啊，我相信！我相信祢就活在我的里面！我相信祢复活了，祢活在我的里

面！所以，我能够活下去！而且我活得要有意义。”当耶稣讲到“我活着你们

也要活”，不是单单好像寄生虫那样活着，祂是叫我们因着祂而活，为祂而活，

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内容，活得喜乐，活得满足，活得快乐，哈利路亚！你相

信的话，你这个时候就把手举起来：“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主啊，我相信

祢活我也要活，我感谢祢，我赞美祢，我不把这些当作仅仅知识道理听，我是

当作生命来领受。因为，主啊，祢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叫我活的。” 

保惠师来，圣灵来，圣灵就是生命的灵，圣灵就是复活的灵，就是更新的

灵,就是叫我们重新得力的灵；圣灵是在一切的事上来帮助我们。总的来说，当

初耶稣在地上所活出来的、所说所作的，都是这位父神的灵、荣耀的灵在祂的

身上、在祂的里面。而今天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位圣灵，祂就在我们的里面，我

们也可以。我们信了主，顺服得快，也能够活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样式，

也能够作祂所作的。不但能够作祂所作的，祂说：“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

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参约 14:12）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把

这活泼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我相信！”当你跟主这么说的时候，“主，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祢活在我的里面，祢能，祢能！”要这样子地宣告。 

主耶稣说：“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就是信父神在祂的里面，

今天,也照样地信祂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祂里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

四章 20 节这句话，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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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讲得很清楚祂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

在你们里面。”如果祂在父里面，那我们在祂里面当然也在父里面；如果祂在

我们里面，在祂里面的父当然也在我们里面。 

充满万有者的是圣灵，祂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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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姐妹说：“有一个牧师这么说，他说‘父神在天上，耶稣在父神的

右边，圣灵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这是按照字面，按照《圣经》的字面历史

的记载是这样。但在圣灵里面,没有时间空间的分别，可以说在神的里面祂是无

限的。如果把父神只放在天上、没有放在地上，那这位父神，就变得小到這地

步，祂只能跟人一样，只能在天上,就不能在地上。 

《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或者说神自己说，祂说：“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说祂在天上吗？是。祂

在不在地上? 祂也在地上。祂在不在你里面？祂也在你里面，也在我里面，祂

是无所不在,所以《圣经》说到祂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而教会，就是包括你我

在内的教会，是祂的身体，也是祂所充满,这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

者的也是圣灵，祂无所不在。 

训慰师要做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只是单单凭着字面，落在字面意思来解释。

但是《圣经》的价值就在于圣灵来启示，把我们在字面背后、字面所蕴藏、超

越字面的属灵的意义向我们开启。这是训慰师要做的工作，「教训」就是教导、

开启，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都是圣灵要来、要作的。我们要是

认识圣灵，天天都会说：“主啊，充满我，我要智慧启示的灵，我要能力的灵，

我要爱的灵﹑生命的灵﹑复活更新的灵。”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很容易就会变

得陈旧了。 

为什么有的聚会，没有圣灵同在的，那聚会到了后来，人进去后都会在那

里打盹睡觉，听道听不进去就想睡觉，毫无意义，没有一点的生命、生气。为

什么？因为没有接受那位更新的灵，生命的灵、叫人复活的灵。《圣经》里面

所说的主耶稣的复活乃是圣灵、父神的灵叫祂复活的；主耶稣上十字架，乃是

借着那永远的灵上十字架，祂靠自己不可能做这些。如果靠着我们自己，靠着

我们肉身，我们能够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今天神可以藉着我们这个

软弱的肉身来行神迹，来做大事情，来帮助人。叫人的病得医治，叫人的软弱

变刚强，叫人的生命可以得改变，叫人的苦毒、毒恨能够除去，把爱放在人的

里面，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听到在网校特会中的见证，有的人生命改变，病得医治，人际关系的

改善，我们听到这些见证，我的反应就是，都是圣灵作的！因为这些奇妙的神

迹奇事发生的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发生在那些人的

身上，我们也未必都认识。除非他们写心得报告、分享见证，我们才知道，否



周五班录音  2019年 3月 22日 

则我们真的不知道，都是圣灵作的。所查考的这位圣灵保惠师，就是包含这么

多！我讲都讲不完。  

信心是支取神恩典的一把钥匙 

十四章，我讲了那么多关于圣灵保惠师，就是内住的圣灵，也就是内住的

基督。总的来说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今天来了，祂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要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因着祂住在我们里面，也因着我们相信。相信是一

把钥匙，是个 key。你不信，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信心是我们从神得福，

从神那里有所得着的一个秘诀，或者说：唯一的秘诀。信心是我们支取神恩典

的一把钥匙；你有了这把钥匙，你开的仓库，好像一个宝库。有了这把钥匙，

你就开了这个宝库的门。你进去，要什么都有。这是信心。我们一定要相信，

而且简单的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

1）你信，就得着；你信神，神就在那里；你信神能，祂就能作。这就是：所未

见之事的确据。 

我们就是很简单地这样相信。而天然的人，因为堕落，失去了当初的单纯。

所以现在耶稣来，要来恢复、慢慢地恢复。用祂的话，然后用祂的灵来充满，

不断地来教导。 主要的是藉着祂的话和祂的灵。祂的灵，就是我所说的保惠

师，而保惠师就是那一位施恩、保护﹑教导、带领、安慰、鼓励、开启我们。

就是这一位的圣灵，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能的圣灵保惠师。今天

神把祂的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祢。”

如果常常这样祷告，你对主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

要时间的，我们对主的认识会越来越多。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有一天的清晨，也许刚刚醒过来，听到有一句话，像大

水的声音一样的，就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参赛 11：9 下）这是二十

多年前。我回头看一看，在这二十多年的里面，真的认识耶和华的弟兄姐妹越

来越多了。譬如，三年前，我们网校开始的时候，只有十来个人，这一、两年

的网校差不多两千人左右。我们有一个微信的公众平台，每天听的有好几千，

也许超过四千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至少追求认识耶和华，要认识耶和华的

人现在越来越多。我相信神的话必要成就！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需要更多地来认识这一位的圣灵。祂来了，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这是

大的福分。就是把祂自己的灵，祂的同在，祂的生命，祂的能力，祂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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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所拥有的一切，都在圣灵的里面要赐给我们。保罗在《歌罗西书》第二章第

9 节所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在祂的里面。”（参西 2：9）

你们在祂的里面，才可以得到这个丰盛，你们在祂的里面也得了这个丰盛。这

是需要信心的。当我们信的越多，我们在祂的里面就越容易得着，而且就能够

得的越多。 

也可以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里面和在圣灵的里

面，没有分别。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你讲到父，讲到子，讲到圣灵都是讲到神，

这一位的神。为什么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祂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很容易相信

接受，因为人人都知道祂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说在圣灵里

面呢？只有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实际。（参约 16:13 上）

换句话说：我们要进入这一切的实际，真实的东西，内在的，只有圣灵可以来

帮助我们。你要经历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祂的能力，祂的智慧，祂的爱，在

圣灵里面，就像耶稣，肉身里面的耶稣，在父的里面所经历的是一样。 

命令是兩方面的: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與恩膏的教訓 

20 节是讲到“神在我们里面”（参约 14：20 下）耶稣祂自己在父里面讲

起，然后讲到我们在祂里面,祂在我们里面，祂还是在讲「里面」。“有了我的

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

向他显现。”（约 14:21）这里提到「命令」，遵守命令；然后「显现」，祂

这个「命令」和「显现」都是接着 20 节讲的「在里面」了。 

当保惠师来了以后，都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神里面

了。主耶稣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命令是两方面的，一是写在《圣

经》里面的: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字面上的；另外一个命令，

跟我们更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训慰师，祂要来教导,要

来教训,要来吩咐,要来改正我们。也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他写约翰书信

的时候，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他特别讲到‘这个恩膏会在凡事上会来教

导我们的，会来教训我们。’（参约一 2:27）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如果在我们里面的保惠

师，祂来教训我们，祂来改正我们，那就是祂的命令。所以当我们遵守，当我

们顺服圣灵的时候，顺服在灵里面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是爱耶稣。一个

人是不是爱主，要记得，不是为祂做了多少，也不是他怎么样懂得《圣经》、

会讲道，乃是看他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圣经》所说的，他有没有去作到？

一个讲道的人，如果他爱主的话，他所讲的都是他所活出来的，都是他所作到

的，这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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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这命令是两方

面的：一是里面圣灵的，圣灵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另外就是《圣经》的教训，

神在《圣经》上所写的这个命令。如果我们是真的爱主，我们就会遵守。虽然

有的命令好像我们作不到，但是我们却是愿意，我们也努力，甚至于我们挣扎

着要去作。在主看来，我们虽然没有作到，但还是一个爱祂的人。 

甚麼是主耶稣的顯現? 

爱祂的人遵守祂的命令，结果是什么呢？下面讲的更重要就是:“并且要向

他显现。”又说:“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是说：当我

们顺服圣灵的时候，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就是 20 节所说的，父、子、

圣灵在我们里面，祂会向我们显现。而这个显现不是在外面的，主要的是在里

面的。 

有时候,我们看见祂会借着外面的事情向我们显现, 而这显现還是在里面。

譬如我听弟兄姐妹作见证，分享见证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那个弟兄姐妹病得

了医治、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的是那一位医治病的神，是耶稣的

显现,是那位行神迹的神在这个姐妹身上，或在这个姐妹的家中。 

讲到主耶稣向我们显现，基本上就是祂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

看到祂的作为，看到祂的同在，看到祂的荣美，其中包括爱、圣洁、谦卑、柔

和，就是看到祂的样式。我们常常地因为耶稣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到祂的可

爱，我们的心就渴慕能够像祂，也是一种显现。你那渴慕就是因为耶稣向你显

现，你才渴慕的要来像祂。譬如你缺少爱，你就想到：“耶稣就是爱。” 

如果人冒犯你、得罪你，你不能够饶恕他，圣灵会让你看到你这不饶恕是

不对的，然后祂让你看到耶稣，那些人把祂钉在十字架上，祂在十字架上那么

痛苦的时候，祂还是饶恕他们，并且还要为他们祷告。当你想到这一些，你就

觉得自己很惭愧。这就是耶稣的显现，就是圣灵让你看到耶稣祂饶恕的美德。

耶稣祂有很多的美德，祂的谦卑，祂的柔和，祂的温柔，你就愿意这样像祂那

样的温柔，这些都是耶稣的显现。 

如果你这样顺服祂，祂的教训你真的愿意去做，也尝试了。那么你这样去

做的时候，再加上你常常真的花时间安静在祂、坐在祂的脚前，就是这样用你

的心灵来留心听祂的声音；或者你在读经的时候，在安静中读经的时候，用你

的心在留心听是不是神在对你说话，对你的心说话。那你这样的留心的时候，

耶稣常常向你显现，祂常常会让你想到祂，看到祂的荣美，想到祂的谦卑柔和，

想到祂那些可爱的地方，那就是耶稣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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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显现是祂的美德显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那些有追求的、真正属灵、

学习生命功课的人。当他们将耶稣活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耶稣在显现，耶稣

在向你显现。譬如我所认识的几位神的仆人使女，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耶稣。

无论他们讲道、做事、对待弟兄和姐妹，我看到的就是耶稣。有时候在很小的

事上，有一点点的爱，显出来一点爱心，我看到这是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爱。

当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自己所没有的那个东西，无论是谦卑、柔和、或是爱心，

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的，可是当我们活出来，或者看到别人活出来的时候，就是

耶稣的显现。 

有时候,耶稣在祂的话里面显现。譬如你听道的时，你好像听到是耶稣跟你

说讲话。有一年，我在台湾替一个美国的老牧师在翻译，他在台上讲，我也在

台上翻译。他那天是讲到耶稣的谦卑,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天我在台上替

他做翻译的时，我都忘了我在作翻译。我在灵里面，我被圣灵带到一个境界,就

是好像我一个人坐在耶稣的脚前，在那里聆听耶稣在教训我，祂一再的跟我说，

你要谦卑，你要谦卑。我记得只听到了就是那一句话，耶稣在那里讲：“你就

是要谦卑。你就是要谦卑。”那是耶稣的显现，不是说我在外面看到有一个老

人白头发穿着白衣服，那显现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耶稣的显现,能够影响

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需要有谦卑、顺服，就是要顺服圣灵。你每一次的顺服圣灵，圣

灵就会更多向你说话、向你显现。在你里面内住的基督,会越来越多的让你能够

看见，让你能够认识。甚至于你读经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这个是主，这

个是主对我说。”有时候，当你被主触摸的时候，主向你显现的时候，你不知

不觉就会留下眼泪来。所以我们要留心，这是主的应许。 

我们再往下读，22 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

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就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

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遵守祂的道的人, 神要与他同住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们同住’,就是这位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

真神祂要向我们显现。这里祂不但是显现，祂要与我们同住了，就是住在我们

里面。神的心意从祂造人，创造万物和人类开始，就有一个心意，要与人同住。

与人同住，祂喜欢住在人里面，也喜欢祂所造的人能够住在祂里面。 

后来人犯罪堕落，祂就不得不道成肉身，差遣祂的儿子。就是祂道成肉身

来，担当他们的罪，为他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复活，将圣灵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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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让信耶稣的人都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被宝血洁净，又领受了祂的圣

灵，这样的人，神就可以再次住在他们里面。 

犹大问祂：“主啊，你为什么还不向世人显现？你向世人显现不是人都信

了、都得救了吗？”主耶稣祂的回答，祂说：“人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主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是遵守祂的道。遵守祂的道的人,才是真正爱祂的人，

不是口头上说爱主、而且也热心在外面为主作这作那作了很多的事，这才是爱

主。这样说是，他必遵守我的道。你听了主的道你又去行的，你就是爱主的。

你爱主的赏赐是什么呢？主的显现，还有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你同住，

住在你里面，这是你 大的赏赐。一个人如果是有神住在他的里面，这人是个

超人，SUPER MAN。因为有超然的、创造宇宙的主住在他里面，他和众人完全不

一样了。这是圣灵来主要的一个目的。 

《约翰一书》第三章 后一节 24 节“遵守神命令的，”注意，“遵守神命

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主耶稣说：“人有我命令又遵守的，

我跟我的父要来与他同住。”就住在他里面，约翰他就是：“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

我们的圣灵。”一讲到圣灵的话，就比较实际、比较实了，就说，我们怎么知

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呢?神在天上?“天是祂的座位，地是祂的脚凳。”祂是那么

伟大的一位神，我们怎么知道祂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说：“是因为祂把圣灵

赐给我们。”祂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

在祂里面。 

第四章第 13 节：“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他是用另外一个说法，是同样

的一件事，“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

我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的同学，我们对《圣经》这样的真理这样

的教导，信得不够，信得不足，信得太迟钝。耶稣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

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就向他显现。”“人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

和我的父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意思说：“你如果遵守我的命令，我就

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住在我里面。”约翰的说法就是说：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

在神里面，神就住在他里面，因为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话、神的吩咐。 

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按着字面可以把祂分成是两件事。神的话

神的灵是不能分开，主耶稣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参约 6:63）灵和生命，因为基督就是生命，神就是灵，灵和生命是不能够分

开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行在主的话里面，就是活

在神的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祂自己。“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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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神的表达显露。就好像我们讲话，是我们这个人内心的表达和显露。

神的道、神的话出来也就是这样。 

所以，第四章，耶稣就立刻把我们带到祂的里面来，就是住在祂的里面，

祂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参约 14:20）祂还显现，还向我们说话。对于耶稣的

显现,真的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才能够看到耶稣的显现。需要有属灵的眼光，要

用属肉体的眼光就看不到。我们只能看见那些看见的人。你如果用肉体的眼光，

你只是看到那些看的见的；用属灵的眼光就能够看到属灵的神、属灵的天、属

灵的国度。要有属灵的眼光。 

內住的生活一点都不神秘 

耶稣在第四章讲到内住，然后十五章就更清楚。“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

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祂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就已经洁净了。你们要常在

我里面，”这时候耶稣再次的要吩咐我们，祂不但是提醒，祂吩咐我们：“你

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因为十四章 14 节到 20 节就是讲到，

保惠师来，圣灵来祂在我们里面。 

耶稣接下去十五章就讲到内住的问题，就是“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

在祂的里面。”这是讲到内住。基督徒在 缺少的就是内住的生活，就是我们

所说的这个「内在生活」。因为很缺少,就变的很稀罕；因为很稀罕，所以对多

数的基督徒来说，这极少数的人，就变作成“神秘派”。你们有听说过，像盖

恩夫人，劳伦斯，慕安得烈，其他圣徒，真的是过内在生活的，都列为是“神

秘派”或者是“奥秘派”。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只是你没有进入。没有进入约

翰所教的十四、十五、十六章的真理，你一直都是活在外面，都是用那看得见

的眼睛来接受你的信仰、来过你信仰的生活，没有回到你的里面，用你的心灵、

用你属灵的眼睛来看事情,来认耶稣。所以，这些少数人，就被人看为是「奥秘

派」。 

但是我相信，这奥秘派的人会慢慢得会越来越多。当你开始进入内在生活，

你真的很认真得、更深的追求住在主里面，花时间等候神，常常与神独处，你

不知不觉的也变成一般不了解内在生活的人，被他们会列为是奥秘派。不奥秘，

因为《圣经》所教导的都是那么清楚。《圣经》里面真正的,「奥秘」是基督，

我们需要明白基督的奥秘。 

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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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耶稣十五章就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讲到内住，也就是我

们所强调的「连接」——与主连接，与《圣经》连接，与圣灵连接。十五章是

讲到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连结」。在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可以说是中心、

是个 重要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可以说是源头，一切都是从这里出来,

就是要住在主里面。而我们所讲的「安静等候神」，那是一条路，是一条使我

们进入神的同在，住在主里面的一条路。 

主耶稣祂用葡萄树跟枝子作比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用葡萄，

主要的意思是葡萄是结的果子 多，一粒一粒的，是说到祂的丰富。耶稣来，

祂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参约 10:10）祂是要我们

得到丰富。怎么样能够得的更丰盛呢？就是跟祂连接。你跟祂脱节，你就像耶

稣说的，枝子就不在树上了。祂说：“枝子如果不在树上的话，他就不可能结

果子；他如果是连在树上的话，他结出的果子，他不是一粒二粒的，乃是数不

清的。”葡萄树的果子多得你数不清的。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他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意思说：如果我们没有与主连接，我们不可能活出主耶稣祂的荣

美，祂任何的好，我们都做不到。第五节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

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

什么。”这句话太深了，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过内在生活，作基督徒作得好还

是不好，特别要记住这句话，就是我们不能离开主。我们不能没有主。 

我们常常因为别的事情，就把与主的连结﹑与主的交通放在一边。千万不

要与主脱节，就是要与祂连接。还有与那些与主连结的人要保持联系；那些没

有与主连结的人，你就是要小心。因为你可能本来是与主连结，但是你跟一些

没有与主连结的人，只是与事工连结的人，你跟他们常在一起，不知不觉的你

就会离开了主，与那些外在的东西就连结，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我常常说我们

要抓住主。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就是耶稣不能放，要紧紧地抓住耶稣，紧紧

地连与耶稣，你的日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如果用先知《哈该书》的话：“你这

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参该 2:9）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在

你的身上会越显越多。但那秘诀就是与连结；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离开主，

不要脱离。要记得，与主连结，与圣经与圣灵连结，就是与主连结。与主连结，

还有保持与那些与主连结的人，要联系要连结，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脱离。如果

你离开主的话，说的 直接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只有基督是生命，你要走生

命的道路，只有保持与主的连结。 

神在里面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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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时候门徒们还在有疑问，好像似

懂非懂的阶段里面。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说：“还有不多的时候，我就要去了，

世人不看见我，你们还要看见我。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来；如果我去了，

保惠师就来。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参约 14:19 上；16:7 ）耶稣讲到

“与你们有益处”这句话翻的太轻。祂的意思说：祂去，保惠师来，这个对你

们的好处是无穷的，远超了我在肉身与你们同在。他们当时彼此在相问说：

“这什么意思呢？祂说‘什么不多时不见祂，再不多时又见祂’？”（参约

16:16~18）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耶稣讲的保惠师，就是祂复活以后要在圣灵中再

来；然后在圣灵中再来的时候，就是住在他们里面了。在里面与他们同在；在

里面向他们显现；在里面来教导他们；在里面来改变他们。 

从十四章一开始，从父在祂里面，祂在父里面讲起，祂多次讲到里面，里

面，里面。这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内在生活,内在，内在，内在。你如果没有追

求内在,就是耶稣在你的里面，你作基督徒不可能作得好，就是一生作一个宗教

徒，不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住在他里面。基督从他的里面活出来，这个

叫作基督徒。要记得，当你讲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第二个要问：基督有没有

在你里面？第二个问题是：基督有没有从你的身上活出来？如果这两个都没有，

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是一个宗教徒而不是基督徒。神要的乃是基督徒，我

们要做的乃是基督徒。 

圣灵的工作: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第十六章讲到圣灵的工作，和 重要是第 7 节。十六章第 7 节“然而我将

真情告诉你们，”这真情就是耶稣所说的都是真话，实实在在的。“我去是与

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祂来。祂既

来了，”祂这里就讲到保惠师在我们里面，所要作的一切很重要的工作。“祂

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

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

受了审判。“ （约 16:8-11) 

换句话说，圣灵来了以后，，什么是不对的。有时候叫我们不是去责备别

人，是首先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

备自己’，实在说来，我们没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我们活在肉体里面的人,除

了他自己以外，常常定别人的罪，这是活在肉体里面。但是你如果活在圣灵里

面，你常常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后接受圣灵祂在你里面的责备。圣灵的责

备是叫你从里面开始，让你觉得你不对。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到主那里去了？什

么叫做基督的义？人的自义？撒旦为什么是世界的王？怎么撒旦也受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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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已经被神定了罪了，而今天耶稣在宝座上,就是等候祂的仇敌作祂的脚凳。

（参诗 110：1） 

这一些圣灵来在我们里面祂都会开启、都会教导，都会带我们真是‘因着

祂的名走义路’（参诗 23：3），让我们一生的道路走的是对的。但是，这关

键是我们要顺服，跟随圣灵，因为恩膏祂是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一个基督徒

他的道路走得对和不对,就是看他有没有在生活中跟随圣灵，在服事中更要跟随

圣灵，在聚会中也要跟随圣灵。 

在线上带领教会的，带领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要记得，你们如果是跟随圣

灵，你们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如果是一个跟随圣灵的

人，你所带出来的人也是跟随圣灵。跟随圣灵，就是跟随在天上的耶稣。因为

耶稣复活升天了，我们说跟随祂，就是跟随祂的灵。今天祂来了，是在圣灵的

里面。所以，祂跟这些门徒们一再说：“不多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还要

见我，因为我还要来，我来了，我还要住在你们里面。我复活了以后，我还要

来，我要住在你们里面，我要活在你们的里面，当然你们也会见到我。”（参

约 14:19,20） 

我们过内在生活的人,应该常常这样看到主。你对主耶稣，复活的主，你真

的是就好像看见了祂一样，对祂再也不会怀疑。但是，我们必须要藉着圣灵，

必须要领受《圣经》所讲的圣灵保惠师。我们领受了，我们才懂得什么叫与主

连结；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作恩膏的教训,什么叫作圣灵来，祂就为罪，

为义，为审判叫我们都知道自己责备自己。 

我只能够讲那么多，其他的慢慢地让圣灵亲自来教导各位的同学。你们如

果真的肯花时间，在《圣经》上多花一点时间。不要一开始就覺得圣经难懂，

一开始就有排斥，你就有一个拦阻，不要。我告诉你，很奇妙的，没有受过多

少教育的，农村里面的老太太，她能够读得懂圣经，也有这样见证。只要你去

读，慢慢圣灵祂就会帮助你。 

祷告 

主啊，祢说祢的羊认识祢的声音。今天在线上都是祢的羊，我们都是祢的

羊。开通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常常听到祢的声音，也能

够看见祢的荣形！因为祢应许我们，有了祢的命令，听了祢的道去遵守的，祢

就向我们显现，同时祢也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父、子、圣灵都要住在我们的

里面。 



周五班录音  2019年 3月 22日 

主啊，让我们更多认识祢，认识祢这位三位一体的神！让给我们不再用字

面、用外面的眼睛来认祢，让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来认祢。开启我们每一位同学

的眼睛，主啊，从今天开始，他们对祢就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看

见。当祢这样显现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是耶稣的显现，不再看到人、事、物，

更能够看到人、事、物的背后祢这位复活而看不见的主，祢是在圣灵中的主。 

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线上每一位同学，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还有一

些地方他们还会留下，还在等候还在追求的，主啊，祢要更多向他们显现，继

续的向他们说话，更深的带他们进入这些荣耀的真理里面。谢谢祢！我们这样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