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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堂周六班：更深认识圣灵 2 

`.                                
欢迎各位同学、弟兄姐妹，能够再一次在线上跟你们见面，在主里有交通、分享神的话。

我们开始还是一起来与主连上——上过我们课的都应该明白，我说与主连上，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眼睛闭起来，回到里面，因为耶稣就在我们里面。 
 
神住在我們「𥚃面」 	
 
今天我们要来仔细地查考《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讲到圣灵要来，那里耶稣一再提

到的‘里面’。十四章如果从开始第 1节到 20节的话，耶稣用了大概有九次的‘里面’。我
们读经要特别的注意，那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最宝

贵的、最重要的是在里面——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无论要做什么，

都是从里面开始。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我们特别注意我们里面，就是我们里面。 
 
现在我们回到里面，耶稣就在那里，不要在外面，有时候外面看多了，反而我们的心摸

不到主。因为耶稣不是在外面可以看到的，乃是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看到。所以这时候让我

们回到里面，眼睛闭起来。赞美主！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赞美你！主就在那里，

你所爱的主，我所爱的主，还有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 
 
你如果有注意的话——在美国我们已经住了五十多年，每一次唱美国的国歌的时候，那

个乐队或是演奏，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把手放在心口，就是表示爱国的意思，爱这个国家。 
爱我们的主，我们所爱的主就在我们的里面。赞美主！ 
 
圣经一再地说，祂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參申 30:14羅 10：8）

今天早上，好像主再一次地跟你我说：“我就在你里面，我跟你很近。”但是你要相信，而且

要有一颗渴慕的心，一颗恋慕主的心( a loving heart, a loving attention )，就是你来注意祂，
不是单单注意，乃是带着一种爱，爱主的心来注意。 

唱诗《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我昨天在周五的课程有提到，我们怎么知道主的笑容？我们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怎么

知道‘主的笑容是叫我们的心欢喜’呢？我昨天有提到，就是当你顺服主的时候，当圣灵感

动你，要去做一件你不喜欢做或者不愿意做的，而你就顺服了、去做了，往往这个时候你就

会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的喜乐，你去做了以后就觉得很快乐，就觉得我这样做心里面很

舒畅、很喜乐——那个就是主的笑容。主的笑容就是主祂喜悦，祂喜悦你这样顺服，祂喜悦

你这样否认自己，不顾自己的感觉，只顾到要顺服神的旨意，神就喜悦，而祂的喜悦能够使

你感受到，你就觉得也很喜乐，你就觉得这样做就对啦——这就是主的笑容，使我们的心欢

喜快乐。赞美主！ 
  

牧師禱告：「主啊，谢谢你，你喜悦我们常来亲近你。主啊，每当我们回到里面，你就

来就近我们，你的话是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雅 4:8）主啊，有时候我们感
觉到你那么的容易来亲近，是因为你渴望与我们亲近，远超过我们渴望与你亲近。主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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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我们，你把我们救赎回来，为的就是要我们来亲近你，因为你喜悦来亲近你所造的人，特

别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回来的这些你的儿女。主啊，今天在线上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

也许将近一千人，或是超过一千人，但是个个都是你所爱，用宝血所买回来的。而且你的话

告诉我们，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并且已经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

基督里面赏赐了给我们(參弗 1：3、4)。 
 
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其实好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够认识你的爱，好像

孩子们小的时候不知道父母的爱，直等到他们长大以后才能够知道一点主的心意。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愿你的圣灵，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的赏给

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和聪明，真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參弗

1：17、18）。也知道说：你喜悦我们来亲近你，超过我们喜悦来亲近你主。谢谢主！主啊，
这段时间你来祝福，使它成为神圣的时刻，因为我们是和你相聚，也是和你在这里相遇，在

灵里面与你有亲密的交通，赞美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乐意的来亲近我们。主啊，你也激

励我们，让我们也越来越喜欢来亲近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要查考的《约翰福音》，主啊，求你真是以智慧

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来使我们明白，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更多的能够遇见你，与你连结。我

们等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  
 
今天我早上稍微有一点思想《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宝贵，我已经读了几十年

了，这个圣经读了几十年，尤其这个新约，特别是《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好像越来

越觉得宝贵，越来越觉得其中的丰富，神的话语的丰富。好像真的是像有的人说好像一个金

矿，你可以一直挖，一直挖，有宝贝就藏在这个金矿的里面。 
 
可是，圣经也说我们‘有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林後 4：7），我们要寻找这个

宝贝就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照明我们心

中的眼睛，好像保罗所说的叫我们真的认识祂；知道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祂的心意，祂对我

们的心意，对教会的心意。祂如何的爱我们，爱教会。祂是把祂所有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要赏

赐给教会（參弗 1章）；而且祂是用诸般的聪明和智慧，要使得这个恩典临到我们，好叫衪
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可以得着称赞。而你我都是祂施恩的对象，都是祂所爱的对象，因为我们

都是祂用衪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你看我们在祂心目中的价值，可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不知

道，有时候落在自怜的里面；有时也是不是骄傲就是自卑。我们这天然的人呢，这属肉体的

人，就是这样难办——要么就是骄傲，要么就是自卑。 
 
可是在基督里神把各样属灵的福气——智慧，能力，公义，圣洁，谦卑，柔和，慈爱，

怜悯，这些都是属灵的福气，喜乐平安。我们人多半都是求喜乐平安，而且不知道还有更高

的、更美的这些属灵的恩赐，神要赐给我们。让我们慢慢的来，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

终的耶稣。 
我常常喜欢唱一个短歌。除了我刚才我唱的，常常我自己唱的就是《祂是我的一切》。

耶稣是我的一切。尤其我想到这个《约翰福音》，整本的福音书就是讲到耶稣是一切，又在

一切之内。耶稣就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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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发生的问题不外乎三种：罪恶，疾病，还有就是死亡。而耶稣来祂就是要解除我

们这些，把我们带到在祂的里面。在衪里面全部都是圣洁或者是纯洁，没有罪恶，没有病痛，

当然也没有死亡。身体的死亡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但是我们在祂里面，要记得有一个不死

的身子，那就是我们会复活的，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所以我们甚至于说到我们圣徒

的死，他是说睡了，他不是用死，睡的意思就是还会醒过来。圣徒如果是说死的话还要复活。

赞美主。 
 
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在《歌罗西书》2章，说到我们复活以后，那个身子就是个荣

耀的身子，就是跟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身子是一样的——那是不死，不朽坏的，那是存到永

远的，就是像天使一样。你看我们是多么有盼望的人。 
我喜欢唱的那个短歌《他是我一切》。 
唱诗《祂是我一切》 
这是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你慢慢的跟着我唱。你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唱，我们是从心里面在这里宣告，大声地宣告

——祂是我的一切。你要常常的要说出来，不是等到在聚会中有人的时候，你一个人没有人

的时候，你也要说：“主，你是我的一切。”我唱就是这样子地宣告，你跟我一起来唱。 
唱诗《祂是我一切》：一個宣告 

 
保罗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哈利路亚！当我唱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基督

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所坐的那个屋子里面。基督，唯有基督是在一切之内。当然最主要

的衪是在你的心里，因为我们的心是祂所要的，我们的心是祂所安息的所在，所居住的所在。

祂就在你的屋子里，你一个人也许你在你的手机，或者是你的电脑，iPad， iPhone的前面，
但衪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的跟前。赞美主！ 

 
我们要有这样的简单的信心，极其简单。你要知道耶稣本来就是很简单的。基督教就是

耶稣所讲的教训，都是很简单。可是呢，历世历代多少的神学家、解经家，把耶稣所讲的话

弄得复杂了，使它理论化了，用他人的智慧，人的逻辑来分析来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越

简单越好，越简单越好。我年纪越大了，我就是越觉得越简单越好。 
 
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要记得，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他是传道人或者是

弟兄或姐妹，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成熟呢？你就是看他，第一他是不是很简单；第二是不是很

谦卑；第三这个人呢，就是满了安详，他不着急，他不轻易发怒——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的，蛮有慈爱怜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看到这些就是那个记号，哦，你就知道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这个牧师，他是个成熟的。 
属灵的人是看得出来，他有那个记号的；正如属肉体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记号

的。而且圣经上就是很清楚讲到，什么是圣灵的果子，什么是肉体的表现。你要分清楚就好

好读《加拉太书》第五章，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关于这两节，什么是属灵的、属肉体的，

那里就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耶穌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切  
 
你知道，我跟弟兄姐妹们聚会，或者是我在这里讲课，我是在享受主的同在，享受！你

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可以让我们享受的。耶稣祂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

的。”总的来说，就是祂让我们来享受祂，真的可以享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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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造我们，要知道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来享受祂，来承受祂的大爱，祂所要赐给我们各

样属灵的福气。那么，祂看到我们能够享受祂，得着祂所要给我们的，祂也在享受我们，祂

就欣赏。就好像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作家，他自己的杰作出来的时候，多少人欣赏，当然他

也很欣赏。你要知道你和我，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 10节那里说到，“我们原是神的工作，”
那个工作实在是应该翻作杰作，或者神的巧匠的杰作。那个英文翻作 workman ship，一个巧
匠杰作。你我都是祂的杰作，尤其我们的生命改变，当我们渐渐的能够活出一点耶稣的形象，

还有祂的性情的时候，那就是祂的杰作。赞美主，哈利路亚。 
 
我们要享受。我常常说，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如果你还在耶稣之外

再要去寻求快乐和满足呢，那就是你不够认识祂，你不够得着祂。当你这样更多的认识祂的

时候呢，你对外在的需求，你觉得能够满足快乐那个需求、欲望就会相对的会减少，这是很

奇妙的一件事。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巴不得跟你们能够可以天天查考《约翰福音》，太

丰富啦。我今天早上特别感觉到《约翰福音》的宝贵。我就想到《约翰福音》讲什么，《约

翰福音》就是讲耶稣是一切；《约翰福音》就是讲耶稣是我所需要的一切，也可以说是人生

所寻求的最终的满足，这是《约翰福音》所讲。 
 
还有一点就是，以后你要是有这个兴趣想再好好读读《约翰福音》，不管你是读了多少

遍，或者是没有怎么读，你再来读的时候，你要记住，要有一个心态就是，《约翰福音》里

面充满了耶稣，这一本充满了耶稣的福音书。但是你要记得，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耶稣，

正如昨天我在周五班里我所讲的，我稍微提了一点就是，比如第一章啊，第二章耶稣变酒，

第三章重生，第四章讲到那个水啊，还有神就是灵啊；然后讲了第七章，就是那个活水，第

八章就讲了‘祂就是光’，祂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然后第九

章叫那个瞎子的眼睛被打开，那就是说祂、惟有祂能够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也可以说，正

如惟有祂能够叫一个天然是瞎眼的人能够看见，惟有祂能够这样做；里面的眼睛也是需要祂

来打开；然后第十章就讲到祂是生命，祂是牧人，祂来是叫我们得生命；那么还有第十章里

面不但是讲牧人，还讲到门，‘我就是门’。 
 
所以我们在灵里面读的时候，就是灵里的眼睛被主打开的时候，你就看到处处都是讲到

耶稣。“我是好牧人，”祂说到：“我还有羊，不在这个圈里面，我要领他们回来。”这个羊圈

也是祂，我们在这个圈里头就在祂里面；还有好多人呢，还没有在祂的里面。 
 
然后十一章讲的祂就是复活，祂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个不仅是讲的将来

我们要复活，主来的时候；就是今天，比如有的人在聚会中被圣灵一触摸就活起来了，就活

起来啦。我最近也有听到，活起来啦，他们都活起来啦。因为祂就是复活，祂就是生命。 
然后十二章，十三章，那是讲到犹大卖主的事；可是耶稣教他们就是要洗脚呀。十四章祂就

讲到圣灵保惠师，也是讲耶稣基督。 
 
你们如果这样的要来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看到《约翰福音》充满了耶稣。实在说

来整本圣经都是充满了耶稣，只是隐藏的。旧约是隐藏的，许多的预言也许多的比喻；新约

也是用许多的比喻，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所行的神迹奇事，祂许多的话都是有属灵的意思，就

是连当初的门徒啊，他们都不懂。听是听了不明白，看是看见也不懂得。这是神藉着先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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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亚说的。所以我们需要里面的眼睛被主打开。 
 
我今天早上就想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所说的耶利哥的那两个瞎眼的，那两个瞎子，

你要是仔细去读的话，那两个瞎子他听见耶稣要过来了，他也相信这个耶稣能够开他的眼睛，

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祂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地喊叫，说：“大卫
的子孙，”你要记得‘大卫的子孙’指旧约里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我们要看见。”他们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眼睛被打开了。眼睛打开以后他们就跟随耶稣了。
哦，如果我们里面的眼睛如果被祂打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才知道保罗所说的，‘祂是

至宝’，我们才能将祂以外的万事看做粪土，就是跟祂比起来没有价值，真是就像粪土一样。

我们的眼睛多么需要被主打开。所以我们要常常地来常常地祷告：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啊，

我要，我要看见你，我要在读经、圣经里我能够看见你，我要的不是知识，我要的我追求的

不是怎样解经，我追求的是你，我要遇见你，我要看见你。 
 
那么另外呢，就是要有耶利哥这个瞎子的信心，就是祂能，祂会打开我们的眼睛，祂会。

我知道祂会，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是因为祂打开了我的眼睛，我也相信好多的

弟兄姐妹带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他们在求、相信的时候，主也会打开他们的眼睛，就是

他们的心眼。但是这是跟我们的心在哪里是有关系的。《箴言》二十七章那里说，我儿你要

将你的心归我。我们要经常的要把我们的心归于主，好多时候你的心啊不在耶稣身上，太多

的时候是在这个世界你所喜欢的人事物上面。我们要祂把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心要向着

祂。另外就是要相信，祂会作。 
 
新約就是聖靈的時代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保惠师’。今天我们就从 16-20 节这一段。这段我不知道读了多少

遍，几十年来，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读都有新的领受。我们一起来读。你有圣经的话，请你

打开，一起来读。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小字里头，或作训慰师，等会我们会来

解释。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保惠师就是圣灵，祂不仅是圣灵，而且祂
是真理的圣灵。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用真理的圣灵？就是在祂没有虚假、都是真实的。好像耶

稣祂说：“我就是真理。”祂不是说祂好多的道理、理论，‘我就是真的。’你要讲真理，我们

平常的真理呢，我们的领会呢，圣经的真理或者“哦，这件事情是真的，是真理。”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的。”在圣灵里面只有真的，我们如果活在圣灵里面，我们里面的

虚假就会渐渐的就会没有，祂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虚假的时候、我们做作的时候，祂

就会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祂也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

什么时候是活在祂里面。 
 

一讲到圣灵，耶稣在这里就提到有两件事情，祂说，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世人不能接受，

这个世人是包括今天好多不接受圣灵的教会、牧师和弟兄姐妹在内。 
 
世人不能够接受。耶稣说的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就是看不见祂，第二也不认识祂。

人比较容易接受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看得见的就容易接受，“我可以摸到，我可以尝到，

我就可以接受。”但是圣灵是看不见的，所以很难。再就是认识祂，这个认识祂是需要圣灵
自己来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也是需要我们因为行道——听了道而去行道，当我们做不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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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能够认识圣灵，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

需要圣灵。正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经历的人，我们都在学习依靠圣灵；慢慢地我们就越来越

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依靠圣灵，多么需要依靠祂。 
 
我们再读下去。你们却认识祂——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转向门徒了，说你们却认识祂。为

什么呢？因为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但是耶稣知

道，在第四章里面（所以我说我们读经必须要上下文最好能够连接起来。）在第四章里面耶

稣就已经说过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因为神就

是灵。”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就是说，新约的时代来到了，正在来临中。因为耶稣这个

时候，祂已经跟门徒说祂要去了，十三章里头就讲到祂要去了，门徒问祂到哪里去啊，耶稣

就说：“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到，以后你们可以跟我去。”耶稣祂的意思是说，“圣
灵还没有来，等到来了以后，你们就可以跟我一起去。” 

 
你们却是认识祂——这是指着接收的圣灵，对圣灵有一点经历的，正如今天我们在线上

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灵或多或少有一点认识，我相信你们要来选这个课也就是希望对圣灵

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查经一个主要的主题，主要的目的。 
 
約 14：18节就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因为这个时候门徒，

十四章一开始，门徒因为想着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就忧愁啊。所以十四章第一句话耶稣就

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要信我。”就是你要信我，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

圣灵就在我身上、在我里面，你们要这样的相信我，而且要相信我跟你们所说的‘保惠师要

来’。衪所说的保惠师就是在这几节，总结在这里。所以衪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衪不会离开我们，不看顾我们。 
 
今天我有时候还听说有的弟兄姐妹他还有那个孤儿的心，那是因为他不认识主，也不

认识圣灵。圣灵来就是耶稣在圣灵里面来与他同在，他不再是孤儿了！而且神爱我们，为我

们舍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且主耶稣在地上已经这样的教训我们了。《马太福音》

第六章那里说：“不要为吃喝穿忧虑，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在没有祈求以

先，你们的天父就已经知道了，不要忧愁，你们要先，首先要来寻求神的国和衪的义——就

是你要来得着神的丰富，神所要求于我们的，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

给你们，都会加给你们！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是说到耶稣的第二次在圣灵中来。

你要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三次。第一次是透过玛利亚，童女玛利亚降生，以肉身来

到这个世界上，但那个时间不久，就 33年半衪就离开世界；第二次是在圣灵中；而这一次
的来，这个时间只有在神的手里头，有多久呢？五旬节到现在有两千多年，是不是还会有一

千年两千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对神来说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

现在是耶稣第二次在圣灵中来了，衪已经来了，而且已经是住在许多的人的里面。我相信今

天我们在线上的同学，我相信你们几乎都是相信耶稣住在你们的里面，如果你还不能这样的

相信，那你让我对你说，你信耶稣还没有信到家，还没有信到圣经所说的。这就是我为什么

每一次聚完会，无论在哪里，或者是讲课，我总是给一个机会给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圣灵。 
 
生命之道──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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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圣灵不难，要追求圣灵充满，其实不需要追求，你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

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称呼叫做:The Promised Spirit，就是应许的灵——父神答应要给
你的，应许给你的。父神如果是应许，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来接受，你不要再去想别的：‘我

要等那什么特别的感觉。’有的人又是什么过电的感觉，又发热又倒在地上，好像没有这一

些就得不到圣灵的充满。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人的想法，都是个人的想法，这不是圣经所说

的。 
 
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耶稣说：“圣

灵来了，你来领受了，从你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圣经所说的：“你们渴了就

来喝”到最后圣经《启示录》22 章都在说：“凡渴的都可以来喝、都可以来。”圣灵跟新妇
都在说：“凡口渴的都可以来”那里说到‘白白的’，“白白的来取圣灵的活水。”——那就是

说你要简单，像小孩子一样，你给他什么他就领受；你跟他说什么他就相信，我们要回转变

成小孩子的样式。 
 

約 14：19a 节又讲到那个‘时候’，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
见我，”耶稣在第四章已经讲过：“时候已经到了，现在就是了。”对神来说‘时候将到’、现

在，没有分别，昨天今天明天对神来说都是一样的。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对人来说‘还

有不多的时候’，因为圣灵还没有来。然后“你们却看见我”，这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受了

圣灵，我们才知道耶稣复活了；这个‘看见’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象外面的眼睛，乃是灵里

的看见，是‘灵觉’被开了，灵里的悟性被打开了，就知道耶稣复活了，来了。 
 
約 14：19b“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那就是说，因为我们相信，并且经历了耶稣

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看见祂，我们可以看！就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

章，我们打开看一看，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要跟你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 
 
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要记得，按着字面，好像

他是在讲一个道，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对道的观念，是孔孟之道，都是一些理论、都是一些哲

学思想。这里所说的道就是耶稣，我已经刚才说过了，在《约翰福音》开始‘太初有道，道

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就是在讲耶稣；‘然后道成了肉身’。这里也是这样。‘论到起初原

有的生命之道’，注意，‘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意思就

是说，是真实的，我们看见祂；因为我们不但跟随祂，祂复活以后，衪把圣灵赐下来，衪也

活在我们的里面，祂在外面与我们同在，祂在里面。这里特别是讲到生命之道，是内在的，

不是外在的。这个生命之道，‘我们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是指着他们亲身所

经历的，同时也说明是真的，我们所信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 
 
凡聖靈內住的人都會彰顯出耶穌的生命  
 
約翰一書第二节他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这生命’我们可以说‘耶稣’，在

耶稣里面的这个生命，在耶稣身上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也作见证，’—

—我们也见过，意思是说，我们也经历过，这生命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我们所看到的同工

们的身上，那些门徒们，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我们也见过，我们也看到在别人的身上这生

命也显明出来。 
 
我真的是实在是看到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在许多网校的同学里面。我们有个网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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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一个周一的领袖班，我看到这个生命已经显明在他们的身上。比如从前发脾气，现在不

大发脾气；从前夫妻关系不好的现在夫妻关系彼此相爱。这是什么？这是耶稣的生命，这个

是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变了！好多人他发现：

“我不一样了！”告诉你，这个生命开始显明在你的身上了。我们也可以说：耶稣乃是显明

在你的身上。每一次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改变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看到的不仅是这个人不一

样了，你要看到的就是：这一个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显现出来，这个生命开始显现在这个人

身上。 
 
这也是我们学习来认识，耶稣说：“这个真理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认识祂，

你们却认识祂。”（参约 14：17）我们却认识祂，我们却是这样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能够看
到这个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就是耶稣开始彰显在他的身上。哦，好宝贵！你看。这个生命

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这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这个

‘显现于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当初父的灵在耶稣里面，神的性情、神的美德在耶稣里面，

如今祂也在我们里面了，现在已经显现于我们了。 
 
(約一 1：2b)‘那个永远的生命要传给你们。’——我们要传，在线上的同学，当你这样

开始进入这个经历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生命，太初原有的这个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开始显明

了。这个传不是单单用口传，你要见证，你要说你怎么改变的；你要说你怎么样得着生命的；

你也可以说你在读经的时候怎么样遇见了主。你要说，你说出来别人就渴慕，他也会这样同

样的去领受。要传，要作见证，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内在生活，不是把我们关在屋子里头什

么都不做的，不是！是让我们与神在独处，与神安静等候领受的，神做在我们身上的，然后

我们出去就传，就要诉说神的作为，这是说这个传的意思。不是单单用口传，也不是讲一些

道理。尤其这个内在生活，今天讲内在生活的人不少，进入内在生活的人，也过内在生活的

人很少。我们要的，神所要的乃是后者，而不是前面要我们来讲。 
 
所以我鼓励你，你得着的你再去传讲；你还没有得着还没有活出来，你还没有进入，慢

一点，慢一点，再继续地让神这样带领你，然后你所讲的就是你所活出来的。就像约翰他这

里说，他这里所写的所讲的，就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                    
 
約翰一書第 4节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个小字，‘你们’

下面（有古卷作 ‘我们’ ）他这个有两面的意思，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使我们的喜乐也充
足。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个‘充足’就是‘完满’的意思，今天我们得着的还不够完满，

不够完全。我们的喜乐平安，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好处那只不过是一点点，也许千分之一，

还有更多，我们还可以得的更多，只等到我们那个喜乐充足了，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八

節那里说：“神啊是要将这个恩典，祂用诸般的聪明和智慧，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 
 
但是我们得到的不够充足，因此我们需要交流，需要有这样的教导，需要不断地来追求

这个内在生活，好叫我们的喜乐，平安喜乐，我们所得到的——我今天到了这个时候，我最

感谢主的就是我那个安全感，那个满足感，好像天掉下来我都不会害怕，因为我觉得我的神，

天是祂的座位，地是祂的脚凳，你说还有什么祂不能够担当，所以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你要

‘得’。我特别感恩的就是这个满足感，常常地喜乐，常常为感恩、为平安、喜乐来感恩，

有满足感，这个真的我无所求了，好像我没什么需要一样，也不是说我真的没有需要，我们

活在地上当然都有一些需要，但是满足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随事随在我都可以知足，因

为我学会了这个秘诀，而这个秘诀就是耶稣活在我的里面。当你这样的来认识耶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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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被主打开了。这样的话你到处啊，别人看不见耶稣你看见；你读经的时候，不管你

是读旧约、读新约，别人没有读出耶稣基督，你读出来了。哎呀！那你就是一个眼睛真的是

被主打开的人！你看我们多么需要。 
 
但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要传，就是要做见证，要多追求自己的经历。要防备有一个危险，

就是我常常不知不觉地以一些知识、以事工取代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取代了神要我们所得着

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取代了这个充足的喜乐。你如果是不是以这个生命之道，以耶稣为你的

满足，你的喜乐是不长久的，你的事工做到后来会很疲累的，你会搞得你精疲力尽，甚至于

你的压力大到一个地步，你就是你要想离开。 
 
有一天我提到不久以前在美国的一个调查，牧者觉得有神的呼召，然后就去牧会，牧会

不到五年，五年之内离开的有 40%，将近一半，因为他以为是事奉、作牧师就可以满足祂，
不是，神要我们得的是祂的生命，这个太初就有的生命，生命在这个道的里面，这个生命就

是人的光，这个生命就是人的拯救，就是人的医治，就是人得释放的地方。 
 
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四章 19节，说到：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

就是祂就领十字架了，祂这个肉身就要离开世界了。 
 
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你们却看见我’，我可以说，我真正

这样可以说是‘看到耶稣’，我是在灵里面不是人眼睛，就是我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也就

是耶稣用圣灵为我施洗的那一天。我不去述说我当时的感受，因为免得你觉得你圣灵充满也

必须是那样，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有的人有一种观点就是如果没有倒地啊就是觉得没有圣灵

充满，不是这样。我当时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也有感觉我也

有方言，但是好像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在灵里面就看到耶稣就站在我的跟前，那个真实，真

实到一个地步，我都不需要睁开眼睛看一看是不是祂在那里，我不需要。这是我可以说第一

次也是唯一比较具体，姑且说是具体吧，是那一次； 
 
然后当然也有其他的经历。我就不去说我的经历，我就是说，我看见了，我看见祂。以

后当然就不一样了，以后我的服事，那是我还在新闻界工作，但是不一样了，就是常常看见

耶稣，灵里面看到祂，或者说，就是说耶稣在，尤其在聚会中，哦，耶稣在这里。虽然有些

别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有时候他们在说一些别的事情啊，可是我里面

就是，“哦，主啊，感谢你，你在这里，你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祂。 
 
一個美妙的見證  
 
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句话，又一次，有一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带职的

时候，在职场上我最后一个职业，那个职业也是我最受熬炼的，一共有八年的时间，因为很

受熬炼，我就长话短说，老想逃避那个环境，就是巴不得脱离那个环境，那个时候我觉得那

是一个苦海，我要脱离苦海。我当时也求啊，我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也去申请别的职位啊，

那个时候我刚刚入了美国的国籍，所以，在联邦政府——我这个工作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的，

到各部门去工作就不受限制了，所以我就到处申请啊，我申请了 42个，一共 42个面试，一
个工作一个 offer都没有，好几个人都跟我说:You are overqualified.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你是
过了格，不是够资格你是过资格。我就想要脱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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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然后我就从我的办公桌上就走开，我说：“不行了，我要
找一个地方去祷告。”那个时候，我们办公的大楼有一些会议室，每一层楼啊啊都有会议室，
我就要去找一个会议室，我想上那去大声祷告，因为实在受压，受不了。那我就离开我的办

公桌，我就走，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当我走去的时候，走在这个走廊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

这句话来了：“我活着，你也要活着。”这句话，“我活着，你也要活着。”这句话来的时候，
因为神的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不带着能力的——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 37节这
么说，那个话一来啊，我这个人就好像被点活了，神的话一出来我们就得着医治——这个是

《诗篇》107篇有这么一句话，‘祂发命令，他们就得着医治。’那个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
我也看了英文的圣经，(He sent forth his word) 祂把祂的话打发出去，他们就得了医治。’  这
个话一出来啊，我就这个人就好像啊好像千斤重担就脱落了，这个信心又活过来了。这个时

候我就开始就说：‘我可以活下去，我可以待下去。然后我不知道过几天啊，我的里面就释

放了，我就可以到一个地步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要我在这里再待八年我都愿意。” 
 
你今天在线上，弟兄和姐妹，你们如果是在一个境况中，目前的那个环境、你的遭遇，

不管是疾病或者是家庭的或者婚姻或者任何方面，如果你觉得你活不下去了，你一定要离开

要脱离这个环境的时候，让我告诉你，这也是主说的，主当初是对我说的，也许今天啊，祂

要对你说，主说：“我活在你里面，你也要活！我在你里面，我是得胜的，你也要得胜！”赞

美主耶稣！你要记得，今天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祂是复活的主！祂是得胜的主！祂是无所

不能的主！哈利路亚！ 
 
就在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主！你把手举起来，举起来，这位能够改变环境的，

改变人生命的，改变人的个性的神，哦，赞美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

的神，也是我们所信的，是使无变有的、使死人复活的，是改变环境的，是改变人的生命的，

是叫人得医治的，是叫人得释放的，是叫人的生命可以完全反转过来的，都是这位神所能够

作的！哈利路亚！哦，举起手来宣告，主，我相信！我相信！赞美主，主啊，我相信你的话！

我接受！哈利路亚，你要成就在我的身上，你要荣耀你自己。主啊，好让你这个恩典充充足

足的临到我，好让你这个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得着称赞，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

那个得胜的力量要加在你身上，哈利路亚！那个得胜的能力就是耶稣复活的能力，祂要加在

你身上，要从你的身上要彰显出来，哈利路亚，赞美主。  
唱诗《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何謂保惠師？  
 
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小字，或作‘训慰师’，下同。要记得，每一次我们读到保惠师，

祂也有训慰师的意思在里面。这个保惠师是谁呢？耶稣就说:“就是真理的圣灵。”祂来做什
么呢？祂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神差遣圣灵来，乃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得比较更清楚、更具体，《约翰一书》第三章最后一节

的下半句，24节的下半句:“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一再地说，主就在你里面，神就在你里面。我怎么知道呢？当然我是有经历的啊，最主要

的就是“因为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之所以知道主住在我的里面、耶稣真的复活了，乃

是因为我受了圣灵的洗。这个话是在五十几年前，是我被圣灵充满，这位真理的灵来了，就

是保惠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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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用‘保惠师’这三个字？我们好像很少提到保惠师，我们都讲圣灵，

圣灵，圣灵，我们也很少讲到‘真理的圣灵’。主耶稣祂说:“真理的圣灵。”我现在只是有
一点解释，‘保惠师’这三个字，中文翻译的，我觉得是翻译的最好，它能够表达的意义都表
达出来了。但是，我因为也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不容易表达那么多。中文圣经的这个表达

——新约，我们都知道，都是从希腊文原文这样翻译过来；旧约都是从希伯来文，就是今天

以色列他们所用的那个官方的文字所翻译过来的。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新约圣经，单单就这

一个字，‘保惠师’这个字来说，这个字在希腊文，他的发音叫 Parakletos ，这是音译，这
是希腊文，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国家，当然那时候还

没有美国，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特别是英国，他们上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当然都要有律师，

就是他的辩护律师。 
 
这个 Parakletos 原来的意思就是辩护律师。你要知道在西方，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

你去上法庭的时候，你都带着你的律师，你的律师在你的旁边，他要保护你，他要告诉你要

怎么说话，要维护你的利益，完全是为了你的好处，这个律师就是 Parakletos 原来的意思。
耶稣为什么用这一个名词呢？祂的意思，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我是你们的夫子，

我是你们的师傅，这些年来你们跟从我，我也保护了你们，现在我要离开世界了，但是我已

经祷告父神，就是那一位在我里面的父，我也在祂里面，这一位的父，我也求祂要差遣另外

一位保惠师，同样的也是要来保护你。”所以祂就用‘保惠师’这个名词。“但是这一位的保
惠师来不像我，我是在肉身里面，我是暂时与你们同在，而且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但是我父

所差来的保惠师，祂永远与你们同在，那就是圣灵，祂永远与你们同在，祂不但与你们同在，

而且要在你们里面。”这个我们读过的那个十四章就是那么说：“祂要在你们里面，这样你们

才能够认识祂。”（才约 14：17） 
 
但是中文的保惠师它的翻译，第一，祂是保惠师，然后觉得不够，在小字里面再加上‘训

慰师’。如果我们按字面来说的话，当然祂是保护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当然这都是主在我

们身上所做的。‘惠’是恩惠，是施恩惠——祂不但保护我们，不但保守我们，而且要施恩

于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到圣灵的时候，特别用一个形容词是“施恩的灵”，

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身上？那是透过圣灵，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来经历。祂是施恩的灵，

所以祂叫做保惠师。这是中文表达出来的前一半，祂觉得还不够，然后小字里面再加上‘训

慰师’。 
 
训，祂是教训我们的，《约翰一书》第二章里约翰特别讲到恩膏会教训我们，那就是圣

灵来了，祂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那是一个恩膏的教训。恩膏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参约一

2：27）‘训慰师’，这是训，教训所包含的意思。耶稣也说：“圣灵来了，祂要在一切事上会
教导你们。” 

 
‘慰’是安慰，对不对？安慰也是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更新，

能够恢复，都包含在这个‘慰’，训慰师。 
也就是说等圣灵来了，圣灵祂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凡是耶稣所要作的，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祂都要作；凡是神要作在我们身上的，圣灵都会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

要重新得力，我们需要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需要祂的医治，我们需要祂的安慰，我

们需要祂的喜乐，我们需要祂的保护，需要祂的保守，我们更需要祂的恩典——这个‘惠’

是恩惠，是恩典的意思，更需要祂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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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经历在基督里面这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保惠师来要带给我们的，这就是耶

稣要用‘保惠师’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这样。 
 
聖靈就是神自己  
 
你看多么宝贵，我们应该真的是常常要用保惠师或者训慰师，但是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

要记得都包含着有这些意思在里面。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为什么说圣灵跟神好像

有个区别呢？神是看不见的，神是在天上的，神是充满万有的；但是圣灵是可以在我们里面

的。所以刚才我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最后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

面。”——你要相信神住在你的里面；“是因为祂将祂的灵，”——因为祂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你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要知道不要只想到什么说方言、医病赶鬼这些恩赐，这些都是

神会作、都是附带的，这都是神作的，你要想到的是神就在你里面，你跟神连结上，你从此

在圣灵里与神连结了，用盖恩夫人的话 union就是联合了，联合在一起了。 
 
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13节，他再一次的跟我们说：“神将祂的灵赐给我们。”

这就是耶稣说的，父要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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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 4：13）我们怎么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
里面？是因为祂将祂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空气里面，空气在我们里面呢？

这个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是我们一个常识，普通的常识。可是因为我们对圣灵不够认识，不

像我们对空气，我们就很自然就接受了，可是对于讲到圣灵，我们不是很自然就接受的。应

该是很自然接受，因为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从圣灵重生的，我们应该很

容易就接受。 
 
但是事实上，很多基督徒由于缺少这样的教导，所以对圣灵很陌生。现在你上了我们的

课，尤其我要特别的讲，因为讲的人不多，特别我就是多讲一点圣灵，你对圣灵以后就不陌

生了——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自己。可是只有神藉着圣灵才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

也只有通过圣灵才能够住在神的里面；也可以说在灵里面，我们只有通过圣灵才能看见主，

才能够经历神。这就是耶稣说‘真理的圣灵’的意思。‘真理的圣灵’就是一在圣灵里面什

么都变得真的了，指着圣经所记载的都是真的了——两千年前的事情，耶稣死是真的了，耶

稣复活也是真的了，耶稣的宝血有功效也是真的，这都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经

历，才能够这样的体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真理的圣灵’。所以祂在（《约翰福音》）十六

章 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我想我就把关于‘保惠师’就解释到这里，不过我必须要指出来，如果你也读英文圣经

的话，你就会去看不同的英文的版本对保惠师有不同的翻译。我稍微记录了一下，有差不多

七、八种，将近十种不同的翻译，因为英文只能用一个字，比如最古老的英文的翻译，他用

安慰者 Comforter；比较近代的一点的话，他用谋士或者 Counselor就是辅导者或者是律师；
还有他用安慰者，鼓励者 Encourager,因为安慰也是包括鼓励的意思在里面；还有他是赐能
力者 Strengthener就是 The one who strengthens you,就是赐给你有能力的那一位；当然还有
别的：引导我们，开启我们，教训我们，祂也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者，很多……这

是保惠师，还有训慰师，中文翻的就是表达得比较多，但是英文只能用一个字。所以，我真

是要夸奖中文圣经的翻译。但是有的地方要看英文，看原文，然后那个意思才能够完全带出

来。我想我今天这个课程就结束到这里。好，再见！亚洲的，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