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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认识圣灵   (二) 3/8/2019 

     

當我们开始上課, 第一件事就是要与主连结。怎么与主连结呢？

就是眼睛闭起来，回到里面，回到我们心灵的深处。要记住圣经所说

的：“主离我们不远，祂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参申 30:14)

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信心。 

在信心里与主连结  

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参哈 2:4）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义人必须要靠信心活着。因着信心得生命，凭着信心活在这个世界上，

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与主同在。很多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或者我们操

练与神同在是需要在信心里的，不是在感觉里头。有时候神会让我们

感觉到祂同在的甘甜，同在所带来的安息，还有喜乐。可是,不要把

我们的感觉,当作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好多时候,我们

没有感觉。而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是这么说，我们是凭着神的

话，‘义人必因信而活’。（参哈 2:4；罗 1:17） 

所以我们开始还是这样与主连结。哈利路亚！眼睛闭起来，回到

里面。每一次聚会都要提醒，主就在我们中间，祂就在你里面。 

唱诗《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如何知道主向我们显出祂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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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道主的笑脸是我们的欢喜？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主祂向

我们显出祂的笑脸？‘祢的笑脸使我欢喜。’那就是当你去做一件事

是你不愿意的，但为了要讨神的喜悦,你就去做。当你做了以后，心

里面特别的喜乐，要知道這时候就是主的笑脸，主的笑脸向你显现,

就是主祂喜悦你这样。 

当这样顺服的时候，你也很快乐,那就是主的笑脸，那就使主喜

悦。所以,我们要常常讨主的喜悦。我为主做，我去爱一个人，尤其

是爱那不可爱的人，但是我为了耶稣爱他。因为耶稣在我里面，耶稣

爱他，耶稣也叫我也爱他。为了顺服神，你去爱一个你觉得很难爱的

人，过后,你觉得心里面很舒服，莫名其妙的有一种喜乐，這喜乐就

是主的笑脸，不是我们在外面看到主的笑脸。哈利路亚！每一次我们

顺服的时，一定是有喜乐，那喜乐就是主的笑容。 

唱诗《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圣灵在我们中间 ,祂在我们的里面  

    当你眼睛闭着时，必须要相信耶稣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旁边，

也在你里面。要知道主就是那灵，保罗说主就是圣灵。（参林后 3:17）

所以当祂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祂不是只在我们的外面，祂也在我们的

里面。祂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中间。因为祂是灵。圣灵是无所不

在的，圣灵是参透万事万物的，连神深奥的事情祂都参透了。（参林

前 2:10） 要紧紧地靠着祂，在信心中，不要有一点怀疑。祂就在你

里面，祂就在你的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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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记得不久以前，是在一个祷告会里头，我们在安静的时候，

很长时间的安静，我在灵里面就感受到耶稣在聚会中，到每一个人，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跟前，为他们按手。这是我灵里面的一种感受。我

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主在我们中间。祂说，你们在哪里聚会，

无论在哪里，我在你们中间。（参太 18:20） 

祂在我们中间做什么呢？祂就是要祝福我们，要帮助我们，要供应我

们所缺乏的。我们所需要的祂都知道。我们需要安慰，祂就给安慰；

不快乐的时候需要喜乐，祂就把喜乐赐给我们；什么地方忧伤，祂就

来安慰我们；什么地方软弱，祂就加力量给我们；我们在哪里需要智

慧，特别遇到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需要智慧知道该怎么处理，主早

就知道了。来到祂面前的时候，祂就把智慧就赐给我们。 

而且圣经很清楚地教导，在《雅各书》说，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

的，可以求（参雅 1:5）。我们多么需要智慧，我们也可以常常地来

求智慧，雅各就是说，不要怀疑，你们求那厚赐与人，又不斥责人的

神（参雅 1:5）。祂不轻易责备我们，总是以厚恩待我们，厚赐与众

人，慷慨大方，大量地丰富地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

常常说，祂所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参弗 3:20）求,缺少

什么都可以求！ 

建立你跟神的亲密关系，必须要有圣灵  

而且也相信，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祂就是一切。保罗说,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祂也住在众人之内（参西 3:11；弗 4:6）。在

你里面，在我里面。我们信耶稣，一定要这样的信。不然,你跟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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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关系，你的信只是在宗教的范围里。在你的理性的领域里，无

法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要建立你跟神的亲密关系，必须要有圣灵。

必须相信祂就是圣灵。祂如果不是圣灵，祂在天上，祂怎么住在我们

里面？祂不是一个物体，祂是充满万有者（参弗 1:23）。像空气是充

满万有者，你无论到哪里都有空气，你在空气里面，空气在你里面。

空气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氧气，人如果没有氧气就不能活，不要说长时

间，就是几分钟你都不能活。 

我们跟神的关系,从灵命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离开祂！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说，“你们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参

约 15:5） 

对于圣灵、对于「神就是灵」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春季班

是查《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但我们也不能忽略《约

翰福音》前面十三章——第一章到十三章所讲的，不能够缺，不能够

删去。我们读圣经要防备，就是不要断章取义，不要只取圣经里头某

一节某一段，为我们信仰唯一的根基，这是很危险的！很多的宗派分

门别类，甚至于异端、极端偏差，都是从这里出来。我们要了解圣经

的真理，不可以只看一个地方。要看全部圣经里头,关于这个真理是

怎么说的。 

解釋何謂「神是道」﹑「神是话」? 

讲到圣灵，单单从《约翰福音》来看，就知道约翰所讲的不是单

单的圣灵，或者是灵恩。他讲的就是神，就是那位太初就有的神。虽

然他在《约翰福音》一开头他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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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约 1:1-2）他一开头就说，他说的这个「道」,不是我们平

常所说的道，或者是所听的道。他说的这个「道」就是神，就是在肉

身显现的耶稣。神在肉身显现，祂是「道」，或者说祂是「话」。 

为什么约翰一开始就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为什么？因为话是表达，你我如果不说话，那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一

个想法,没有人知道。当我们话说出来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所想的，

他的意思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说到「神是话」「祂是道」就是这个意

思。但是约翰他是讲神，讲那位创造万有的，因为他一开始，他就说，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著祂造的。”（参约 1:3），就是耶稣

是那创造的神。第一章再读下去的话，就知道约翰讲的是耶稣。 

《约翰福音》是讲神在肉身显现  

这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是讲耶稣基督，但是他是从太初

讲起，从永远讲起, 从世界还没有创造之前讲起。所以《约翰福音》

他整个是讲神在肉身显现，基督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他也讲神是世人

所需要的一切，比如他说：“太初有道，”他说：“生命在祂里头，这

生命就是人的光。”他讲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祂作我们的生命。到

此,他还没有讲到圣灵，其实他到后来就讲到圣灵。到第四章,他就讲

到「神是灵」了，他前面当然都是讲神，祂是生命，祂是光。 

然后他就明说，这道就成了肉身了，而在这肉身里面的道就是神。

肉身是外壳，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但是祂的奥秘是在祂的里面，不

是在祂的外面。外面祂是个犹太人，是一个人；但是祂的里面却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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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切的智慧、知识、能力、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所有的作为，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题目太大了，是过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保惠师，我们不是像有的人说‘灵恩派

专讲圣灵’。我是讲约翰所讲的，虽然是查这三章圣经《约翰福音》

14，15、16，其实我是在讲整本《约翰福音》，只是我没有那样仔细

的跟你们查。 

耶稣是生命和光 ,是我们的满足和喜乐(參約 1-2) 

《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讲圣灵，也是讲耶稣;讲生命，讲光，

也是讲耶稣。 

《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一个婚宴上，把水变成酒。‘把水

变成酒’，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单单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使水变成酒。

那是在一个婚筵上，婚筵是人生最快乐的一天,但是到头来酒都用完

了。意思是，这世界上的快乐，如果没有耶稣，它总是会过去的。在

这个世界上，你无论做什么享受，看戏﹑看电影﹑看球赛，或者你没

有信主以前跑到舞场去跳舞。你去,快乐是快乐，是一时的兴奋和快

乐；回到家里面心里面又是空空的，就是虚空。耶稣在那个婚宴上，

酒用完了，其实告诉我们这酒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一种快乐，这世界

的快乐会过去的。所以,等到他们酒用完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说，

你们要去找耶稣，找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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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最后就叫管筵席的人把水舀到缸里面，有六缸，把水舀满

了，然后吩咐他们，你们再舀出来。让他们尝一尝，哇，这真是好酒

呀！他们就对那个主人说，你怎么把好酒留在后面呢! 意思就是，人

到了最后才发现只有耶稣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的喜乐。 

我们在哪里能够经历到这种喜乐呢？是在圣灵中。这就是神为什

么把圣灵赐给我们？为什么神差遣保惠师来？就是要我们能够经历

耶稣祂里面所有的，叫我们来经历这‘太初就有的道’，也是世人的光、

世人的生命、世人的救主，是你我的救主，祂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也

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那一位。 

为什么耶稣要差遣圣灵来呢？(參約 3) 

《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重生,耶稣说：“人如果不是从圣灵和水

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這就是说到,为什么神要差遣圣灵来呢？

祂叫我们重生，重生的意思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第一章前面所说

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能力，人的满足。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生命的光，

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满足呢？就是需要圣灵。我们怎么样在世

上过一个快乐的生活？是在乎圣灵。 

约翰在第二章没有提圣灵，他是慢慢的讲述，从不同的角度把耶

稣基督介绍给世人。或者说,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就是太初就有的道，

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就在祂里面，祂也在神的里面，祂来了就是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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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像祂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肉身，所以道成肉身，不是单单指着耶稣

说的。道成肉身乃是指着所有你、我这些血肉之体。这道，太初就有

的道，就是神自己，就是生命，就是光，祂就在我们的里面。当初这

肉身是耶稣一个人；今天的肉身是指所有相信他，也是从圣灵重生得

救的人。 

领受圣灵 , 永远不渴(參約 4:13-14) 

第四章约翰记载的,就是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道的时候。

刚好耶稣疲倦了，门徒们都到城里去买食物。耶稣渴了，在这个井旁

等人来打水。当然祂知道，祂是先知，于是撒玛利亚妇人就来了。就

开始跟她讲道，就讲这个水的问题。其实也是讲圣灵，也是讲祂讲自

己，就是讲太初就有的道。 

在这里耶稣就说,你们要喝这水还会再渴。(參約 4:14) 这水就是

世界的水，物质的水。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不能缺水，有的人身体不好

虚弱就是缺少水，所以大夫常常鼓励要多喝水多，一天要喝 8 杯水。

有的人说；至少你要要喝五六杯水，因为你不能缺少水。主耶稣说：

“你喝这水还会再渴。”当然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在喝。然后,耶稣说,‘你

若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给你的水在你里面，要成

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是讲圣灵。因为耶稣只有在圣灵里面，

才能给我们喝，给我们吃。 

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参约 6:55）

祂说的是在圣灵里的经历，就是说我们需要祂，需要吃祂的话，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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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我们需要相信吸收祂的圣灵，需要相信祂就在我们的里面，这

都是吃喝的意思。我们领受祂的话，相信祂与我们同在，祂在我们的

里面，祂是我们的能力，祂是我们的得胜者，祂是我们的一切，这些

都是包含在吃喝的意思里面，在圣灵的里面。 

所以耶稣就说，“我所赐给你们的水。”水最主要的意思是代表生

命，哪里有水源，哪里就有生命。科学家在太空，在火星、在其他的

星球上一直在寻找有没有水，如果有水的话，那里就会有生物。水就

是代表生命。意思是说，耶稣在讲，你如果信我现在是在肉身里面，

我到了时候，我会在圣灵里面再来。我要经过死而复活，升天,然后

领受了圣灵，我要在圣灵里面再来。那个时候，你们领受了我的圣灵。

就是耶稣说的，你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参约 4:14） 

周牧師最初領受聖靈的見證  

我信主到现在差不多 70年，头 17年我没得着圣灵，我只是听了

关于圣灵的道。我在理性上，我也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好像我头 17

年，我跟神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父，我祷

告就说：“父阿，父在天上。”我没有跟祂连接，我只知道耶稣来到这

个世界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祂升天了，又跟我没有关系。

直等到 17年以后有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也是出于我们好奇。

我跟我的师母原来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教会，而且这教会是不跟别人

来往，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隐藏的骄傲，唯我独尊。因为我们一

直觉得我们的教会才是教会，我们教会所讲的道比任何其他教会所讲

的道都好，所以何必要到别的地方去呢？差不多人人都有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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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锁在那么小小的圈圈里面。 

我们听说有一个灵恩的教会有神迹奇事，就起了好奇心。别人都

不去，都不敢去，都叫我们不要去。我和我的师母有一天就去看一看，

这灵恩的教会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去到那

里就被圣灵充满了，那是神所预定，神所带领的。 

我领受了圣灵以后，我就跟神接上了。我第一个感觉，当然我也

有一些方言、流泪，这些都有。我当时我最大的领受就是，好像看见

耶稣就站在我面前。这是我在灵里面看见的，那时候我是真知道耶稣

复活了！以前我的知道是在头脑里面，因为圣经那么说，我头脑就那

么相信。可是我领受了圣灵以后，好像这位复活的主就在我的里面了，

也站在我的跟前，我好像就看见了祂！ 

我记得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奉献的祷告，我把我所有的都奉献给

主，我自己，连我的妻子、儿女、我的一点的产业全部都奉献给主。

主的那种的吸引的力量真大！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经历过！甚至于到一

个地步，主啊！你如果要我的心，我都愿意掏出来给你，。一边祷告

一边流泪，充满了圣灵，就是神大大的临到了我！那时候我才知道，

圣灵就是主,神就是灵。 

这就是第四章，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了活水以后，祂说了

这么一句话，祂说，“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现在跟你说话的

是谁，“你就早就会求祂，祂就早就会赐活水给你了。”你知道这句话

今天仍然可以应用在很多人的身上，尤其是对那些你还没有得着活水

的，还没有得着圣灵充满的弟兄姐妹。像我信主信了 17 年了，都没



周五班录音	 2019年 3月 8日	

有得到，我知道有的人信主二、三十年都还没有得到，然后才得到、

听到了。 

今天的耶稣 , 祂在圣灵里面  

你如果知道耶稣所说的就是圣灵，祂来了,就是要用圣灵给你、

给我来施洗。如果你早知道的话，你就早求祂，祂就早就给你啦！意

思是说，如果你要是早知道，圣灵就是主耶稣，就是今天的主。圣经

里面所说的主是在肉身里, 祂已经复活升天了。今天的耶稣, 祂在圣

灵里面。 将要再来的耶稣，那是在祂的荣耀，带着祂复活的身体，

跟千万的天使降临的时候，圣经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看到祂，

包括那些把祂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兵丁，都要看到祂再来。今天的耶

稣是在圣灵里面，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祂的爱，是在圣灵里面，就是

耶稣所说的活水。 

何謂「在灵里面」? (參約 4:23) 

在第四章耶稣就讲：“神就是灵，所以你们拜祂，必须要用心灵

和诚实。”或者另外一种更好的翻译就是，“要在灵里和真诚里面来

拜祂。”「灵」，要在灵里面，不是在外面,不是外表的仪式。你有

一些外表的仪式，但是你里面不真啊！好像耶稣说的那些法利赛人，

“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上

课，我们或者是到教会聚会，或者敬拜，你要记得，神都知道，你在

那里是用口呢？还是用些乐器呢、外表呢？还是从你的心里面，就是

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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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里面,意思用我的心灵，并且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

还有圣灵的膏抹的里面，我们来敬拜祂、来传讲祂，为祂作见证。因

为祂是灵，所以主耶稣说,‘你必须要这样拜他，’ 必须，没有别的路。

你不能只是有外面的形式，不能老活在传统里面，要活在灵里面，因

为神就是灵，你要跟祂连结，要连结。 

我们一再的强调，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现在把这个《约翰福音》

全貌，轻描淡写的提一提。我不是在单单讲圣灵，我们讲圣灵就是讲

耶稣，讲活水也是讲耶稣。我们讲生命、讲真理、讲道路也是讲耶稣，

讲光也是讲耶稣，讲酒也是讲耶稣。 

像约翰所记载的第六章，耶稣用五饼两条鱼来喂饱 5000 人。他

不是单单记载一个神迹，他就是告诉你，这一位耶稣，太初就有的道。

这一位耶稣，祂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祂是你我所需要。主耶稣自己

祂一再的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人到我跟

前来就不会再饿了，喝我所出的水就永远不再渴了。’ (參約 6:35) 耶

稣祂就是一直这样讲祂自己。 

观念要灵化，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  

所以,当我们看 14、15、16章，特别讲到保惠师。保惠师是主耶

稣所用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说的祂自己，就好像拿撒勒人耶稣，就

是神在肉身显现。祂讲到的保惠师,就是神在圣灵里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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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观念需要回到圣经里面，要符合圣经。但是不要用我们的

理性、逻辑来分析，因为我们永远是脱不了物质的观念。因为我们这

个人是在一个物质的外壳，物质的肉身的里面。总是要看得见的，摸

得着的才是真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是真的了，这是我们人的观

念。很多事情是看不见的，而且很真实的,比空气、风、还有氧。人

如果缺氧的话,他就活不了。可是我们看的见吗？摸得着吗？所以我

们的观念必须要灵化，心思意念要更新而变化,（参罗 12：2）这是圣

经的说法。就是要以圣经的思想为思想，要以圣灵的思想、以耶稣基

督的思想为思想。 

在圣灵里面所做的，神才悦纳  

第四章耶稣说,你必须是这样。(參約 4:24) 而且主还告诉我们，

祂说神在寻找这样的人拜祂，在寻找人在灵里、在真诚的里面来拜祂。 

我很感谢主的就是，网校已经有三年了，今年是第三年。网校的

弟兄姐妹、还有教会的牧者，他们也许有家教会在教会里或带小组，

现在都开始在跟随圣灵的带领。他们的聚会，已经脱离原来的那种仪

式，传统的做法，都很灵活了，让圣灵来带了。好多的小组都要来跟

随圣灵了。 

我们最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手册，叫做《内在生活小组聚会手册》，

这手册里头讲的很清楚，我们怎么样开始一个小组聚会，然后怎么样

来跟随圣灵，让圣灵来带领。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必须要在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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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和真诚的里面来拜。”而不是那些仪文、形式、宗教的活动。耶稣

说：“是枉然的。”有口无心的，是枉然的。在肉体里面所做的都不蒙

神的悦纳，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所做的，神才悦纳。 

第六章很多讲到耶稣祂是天上降下来的粮，祂一再的说祂是可吃

可喝的。所有的吃喝就是我们在圣灵中，常常被祂的灵所充满。还有

我们读经的时候，吃祂的话，不是去研究，乃是把祂的话当作食物这

样吃下去。有的人已经这样，有的牧者已经是这样做。就像先知以赛

亚，还有耶利米，他们是得着神的话，就当做食物这样吃下去，就是

这样吃喝。（参耶 15：16） 

主耶稣为什么向門徒們吹气？  

然后在聚会中，就这样被祂的灵充满，向往祂的同在，宝贵祂的

同在。就是这样不断的吸取，支取祂的丰富，在信心中、在我们的祷

告里面，就好像呼吸空气一样。有人统计我们每一分钟呼吸空气有 1

6次，一小时有 960次，不知不觉的这样呼吸，一天呼吸空气是 200

30次。我们都不知道是这样的吸收空气。 

我们要吸收这灵，神就是灵。祂的话也是灵。耶稣说：“我跟你

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意思说在任何时候只要想到主，我们

都可以说：“主啊，充满我！主啊，我感谢你！”就是好像呼吸空气

一样，空气里面有氧气，就是叫人活得。当你这样很自然的与主有一

些交谈，就是在呼吸那生命之气，神的生命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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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这是在《约

翰福音》二十章，就是耶稣升天之前，吩咐他们要受圣灵，所以向他

们吹了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那时候五旬节还没到，圣灵还没有来，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向他们吹气呢？这就是祂的生命之气。 

圣灵是生命之气，是生命的能力，是生命的源头，圣灵是我们属

灵生命的持续、源头、能力。而且按照耶稣在第四章对撒玛利亚妇人

讲，祂说要‘成为泉源’,就是不间断的，永远不会干的。‘一直涌到永

生’,到永远都是这样，永生应是翻作永远的生命。就是我所赐给你

的圣灵，就是要你得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来了，是

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参约 10:10）这是耶稣所说一

直涌到永生，要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越来越丰富，这永远的生命

在你裡面会越来越丰盛。 

 

第七章，最有名的一句话，常常被引用的就是 37节,耶稣在犹太

人过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后的一个日子，也是最大的最热闹的一

天，耶稣就站起来大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

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祂还说,‘如经上所记。’

旧约圣经好多地方讲到圣灵来了以后，旷野变成田园，田园就变成树

林，就会有很丰富的出产，好像天亮了，人都有能力了，一切都好了，

一切都变的五谷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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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祂讲，‘人如果喝，渴了就到我这里来喝。’第四章已经说

过了，‘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给你的水在你

的里面，就会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 我已经被圣灵充满到现在

50多年了，关于这泉源，真是享受不完。我发现我的讲道也是这样，

讲不完，因为泉源在我的里面。你如果也是这样认识圣灵，而且也常

常被圣灵充满，你也有泉源。因为主耶稣是对每一个人说，“你如果

喝我所赐的水，在你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我相信我这泉

源，不但是今生，来世，一直到永远，我得着的是一个永远的。 

領受聖靈 , 腹中就會流出活水的江河  

耶稣第七章祂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这里注意，

前面是说喝，底下是说信。所谓的吃喝，很多的时候就是相信，在信

心中这样来接受。“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怎么说信你，就有活水江河从人的腹中流

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约翰加上 39节，七章 39节约翰加上这句

话，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信他的人要受

圣灵。我信了 17 年，我没有受，没有得着，然后以后才得着。那里

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

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或者这样解释，耶稣在圣灵的里面，

祂是创造万有的，要记得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祂所造的。然后祂就

道成了肉身，在拿撒勒人耶稣的里面，祂经过死而复活升天，祂就把

圣灵就赐下来，祂就住在你和我的里面，我们这人就变成道成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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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如何从祂的里面所流露出来的，都是活水的

江河，祂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祂的教训，祂的救恩，祂也为人祷

告，祂无论到哪里，祂把生命带给别人，祂把平安，把医治，把自由

释放带给别人，这都是生命活水的江河，从祂的里面这样流露出来。

也是说信我的人也要这样，甚至于祂在十四章祂说：“信我的人，我

所做的事，他也要做，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 

这里「喝」、「信」，都是指着来领受祂的生命，祂要赐给我。

耶稣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意思是耶稣还

没有死里复活升天，被父神用右手高举。當耶稣复活升天,坐在父神

的右边，得着尊贵荣耀。那时候，祂就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在

五旬节那天，就浇灌下来。这就是神，早先祂所应许的，“在末后的

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今天，是末后的日子,是主快来的日子！圣灵就在世界各地都在

做浇灌的工作。这些年来，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越来越多。尤其是，在

二十世纪的最后的，好像二十五年的里面吧，这世界上所有的信徒，

被圣灵充满的，有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所以，圣

灵在这末后的时代，祂做快速的工作。‘凡愿意的，都可以得着。’

各地讲的营会，我帮助弟兄姐妹，領受圣灵，因为是耶稣为我们用圣

灵施洗，很容易就这么得着。 

感谢主！我也常常接到一些报告，有的人听我的录音讲道，也被

圣灵充满。前是说，听我的录音讲道，她被圣灵充满，而且说了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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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人听我的讲道，他的病得到了医治。他的脊椎有什么问题，

就是晚上睡觉不能睡，只能够坐着，好几个月都是这样。有一天，就

在听道的时候，没什么特别感觉，他就是回去睡觉，第二天起来，他

觉得不一样了。发现说，他昨天晚上睡的很好啊！好几个月以来，都

没有睡得那么好。他就第二天晚上再是这样，才知道神医治了他。 

《约翰福音》也讲到，耶稣是医治者；也是讲到，神、圣灵就是

医治。耶稣有一次讲到，祂赶鬼和祂的医病，祂说：“我是靠着神的

灵来赶鬼。”祂是靠着圣灵来赶鬼。(參馬 12:28)耶稣说：“父在我里

面，我在父里面。”就是父神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在祂的里面，

祂也在父神的灵里面。就像我们在空气里面，空气在我们的里面。无

论到哪里，就是我们在空气里面，空气在我们里面。我们对于神的认

识，如果能够这样相信，再也不会说神离开你好远了，没有神的同在

了。我自从那天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今天所讲的，也可以说圣灵充满

我以后很多年，从圣经所查考的，也是我自己所体验的、所经历的，

都把它累积在这里，就是来告诉你们。这对我来说呢，神祂就是父、

也是子、也是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所信的这一位，祂就住在我的

里面。 

三位一体的神在我里面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前面一段，关于耶稣对门徒们说，要帮

助门徒们要来相信父就在祂的里面，祂也在父的里面,就是关于圣灵

的事情。对三位一体的神在我里面，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十四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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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节，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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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得到圣灵，就是被圣灵充满，圣经另外一个说

法，就是受圣灵的洗，或者说受圣灵。我从那一天开始，我真的就是

知道，我就是相信，当初耶稣‘祂就是在父里面，父也在祂里面。’

而且今天，我确实相信祂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祂的里面。 

我一再地说，我们在空气里面，空气在我们里面。对我来说，这

位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在我的里面。这位神是一位，祂是父，

祂是子，祂也是圣灵。今天好多的教会，所以这样的软弱，因為不接

受圣灵，不许讲圣灵，還有一些牧师反对。我就想，怎么会这样？你

不是相信三位一体吗？为什么你不相信圣灵呢？不相信神就是圣灵。

圣经说的很清楚，神就是灵。为什么不相信？不许讲神就是圣灵，就

等于说，不许讲神？因为你讲神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父、子、圣灵。

所以，耶稣说：“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真的领

受的都知道。今天如果你领受了圣灵，你应该相信，父、子、圣灵都

在你的里面，你也在祂的里面。就像你在空气的里面，空气在你的里

面是一样的。 

相信一切都是圣灵作的  

十四章，12 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

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我也可以这么说，JMl的事

工，这几年发展的那样的快,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圣灵作的。

因为圣灵作的，当然还要作更大的事情。我没有作什么，我就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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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祂给我话，我就说出来。比如刚才说的，有人听了我的这个讲

道的录音被圣灵充满，又得到医治，说了方言。那个我都不知道，跟

我没有关系，那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因为我相信圣灵。我们真是都

在学习跟随圣灵，凡事都交托给圣灵，相信在祂没有难成的事。 

13 节讲到，如果祢这样相信神的话，主耶稣就说：“你们奉我

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

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里两次主应

许，因为祂来，祂在圣灵中又来了，祂听我们的祷告，祂是无所不能。

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小小书房，现在就是把它用来作为祈祷室，我们

同工们的祷告好多都是在这个房间的里面，好多的祷告从那个屋子里

发出来，神都垂听！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工的果效，都是圣灵所作的。 

教会不接受圣灵的原因  

16节到 20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祢们一位保惠师（或

作“训慰师”。下同），叫祂永远与祢们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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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教

会不接受圣灵，不讲圣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圣灵。而圣

灵是看不见的，而他们所看见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好的见证，所以他们

就不要圣灵，不接受圣灵。但是，祂说：“你们却认识祂，因为祂常

与祢们同在。”我们这些领受圣灵的人，有经历的人，我们就认识圣

灵。我所讲的这么多,都是要认识圣灵祂是谁？祂就是神，祂就是三

位一体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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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活着，乃是祂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  

第 18节：“我不撇下....”应该前面 17节最后一节也要读，就是

“祢们却认识祂。”为什么呢？因为“祂常与祢们同在，也要在祢们

里面.”我们有圣灵内住的人，当然我们认识祂，我们知道祂是谁。

祂就是神的灵，祂就是复活的基督在圣灵里面。而且新约的圣经称祂

是「基督的灵」，或者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1

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祂讲到祂了，

前面说祂往父那里去，这里也讲到祂还要来。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祢们这里来。”这是我说的耶稣

的第二次的来是在圣灵中的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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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耶稣复活以后，

祂第二次在圣灵中再来的时候，祂是住在我们里面，祂是一位复活的

主，祂活在我们里面。因此，祂说：“我活着，祢们也要活。”是说

今天我们能够活得有力量，能够活着，能够得胜，特别是胜过罪恶、

世界还有肉体，不是我们活着，乃是祂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 

祂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意思说：“我活在你们的里面

了，我要活出来，你们就能够活出我。”内住的基督在你们的里面。

20 节：“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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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都知道父、子、圣灵，我们在父、子、圣灵的

里面，父、子、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对主在我们里面，不

应该再有任何的怀疑。可是，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没有像我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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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香港，在人不愿意去的灵恩的教会里面，我就是被圣灵这样

充满。我得着的是什么呢？哦！是复活的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我那时

候真的是什么都愿意给祂。因为祂活着，我也活了，而且我一直活到

今天，我都是靠着祂在我里面而活，活到今天。总的来说,就是主在

圣灵中与我们同在，主在圣灵中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切。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到这里，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再次打开你的心，让祂来充满！每一次我们领受了祂的道，我们都要

领受祂的灵。祂现在就在你们的跟前，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旁边！

哈利路亚！你眼睛闭起来，一回到里面，祂就在那里。赞美主！ 

唱诗《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讲到圣灵的诗歌  

哈利路亚！我想再用一首诗歌，讲到圣灵，讲的比较最多的，因

为圣灵祂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讲到圣灵最多的就是这首诗歌。它是从

好像德文翻成中文的，或者德文翻成英文，英文又翻成中文。它的名

字就叫作 Holy Anointing 《神圣的膏抹》。 

第一节：神用喜乐油膏我头，终日嬉笑满口！我这个罪人何竟蒙

恩？因信靠祂话语。 

我之所以这样蒙恩，是因为我相信祂的话语。喜乐的油，当我们

被圣灵充满，特别就是喜乐。圣经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喜乐的油。好像

神用喜乐的油膏耶稣胜过膏祂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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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救恩泉源近在咫尺，奇妙恍如梦境；俯伏加略欢然取水，

福杯立时满溢。 

福杯，叫我的福杯满溢，是圣灵充满，也是福杯满溢的意思。 

副歌：神圣膏抹，管制并运行，直到祢同在充满我全人。 

第五节：天上嘉宾翩然莅临，启发爱主之心，（这都是圣灵来到

我们里面要作的），耶稣荣面忽然显现，（我们经历到耶和华的喜悦，

主的同在），吸引我来亲近。 

第六节：领我进入一切真理，祢这真理圣灵，（耶稣说：真理的

圣灵来了，祂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心切慕日日恳求，与

主同住同行。 

最后一节：我心深处神子显现，爱情如死之坚，涌出美词口唱心

和，永远称谢讴歌。 

永远，他经历主的同在，经历到主的爱，经历到耶稣在他里面的

显现，这些都是圣灵来要在我们的里面要作的工作。 

(副歌) 

来！神圣膏抹，管制并运行，直到祢同在充满我全人。 

来，管制并运行,就是说，你要受祂的管理，你要顺服祂。圣灵

来，你要顺服祂。平常你在生活中要顺服圣灵，有感动你就顺服祂。

圣灵也是恩膏，祂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唱到“充满我全人”的时候，把你的心敞开，一点都不要怀疑，

敞开让祂来充满。来！耶稣说“求，就得着；扣门，就给你开门；”

祂会给。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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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相信！敞开你的心，神的话说：你大大张口，我就充满你。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开口心就开。赞美主耶稣！顺服圣灵，要举手，要站起来，要跪

下都可以，让圣灵来管制你。 

来！神圣的膏抹，祢来管理并运行，运行在你们当中，运行在你

家里，运行在你的聚会中，哈利路亚，运行在你的里面。 

要用欢喜的心来领受，就是这样，一点不要怀疑。信，就是吃喝，

就是接受的意思。赞美主！哈利路亚！ 

唱诗《我快乐》 

现在充满我了。更多充满我。让今天的聚会就在哈哈中来结束，

在喜乐中来结束。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

的”因为这喜乐是在圣灵中的喜乐，圣经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乃在乎公义、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而圣灵就在你里面，所以，不

要让任何的事情夺取你的喜乐，要常常喜乐。跟随圣灵，就会常常喜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