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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班 2019 年 9 月 27 日 跟随圣灵 4 周牧师 

第一部分 00：00-00:30 

好，感谢主！欢迎每一位同学、弟兄姐妹。我们又一次能够在线上见面了，感谢主！我们

开始的时候, 还是要回到里面，先与主连结上，然后我们的心开了，耳朵也开了，可能心眼也

开了，这样就很容易就听见主的话，甚至于在灵里面能够遇见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与主的连

结。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 还是要把眼目转向耶稣，也就是回到里面，也许把眼睛闭一闭，就

更容易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能够在主的身上。 

我们所谓“与主连结，住在主里面”那个关键完全在于我们的心，心一转向主，《哥林多

后书》第三章第 15、16 那里讲到以色列人读经一直没有亮光，就是那个心没有归向神，心不

在主的身上。所以保罗就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他们里面的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参

林后 3:16）那个帕子就是一个遮蔽。其实我们的心很容易，很容易归向主，一归向主，那个

帕子就除去了。那个帕子可以代表所有，或者是任何一个使我们与主脱节的——忘记主了，

看不见耶稣了；换句话说，所有叫我们的心偏离主的，去注意主以外的爱慕，主以外那些东西

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帕子。这个帕子随时会在，也随时就会除去，那个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心

要常常地转向主。所以就在这时候，我们还是稍许有一点的安静，心归向主。 

我常常私下的时候，我一想起主，我就会很自然的说：“主啊，我的心爱祢!主啊，我把

我的心归向祢！”好像说起来很简单，是不是，非常地简单，却是能够保持我们与主的连结，

也会保持我们对主那个起初的爱，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心就偏离主。赞美主！好，稍许有一点的

安静。 

唱《主啊，我心爱祢》 

哦，哈利路亚！还有一句“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爱主。你要知道，对基督徒来说那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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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就完了，死乃是到主那里去。一个爱主的人, 他到了晚年，他很少想到死，他只是想到到

主那里去，他讲到回天家。我们都要，我们都会，有一天都要，圣经说人人都必走的这条路。

可是如果你能够有把握地知道你是到主那里去，那就有福了。赞美主！ 

可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先和主要连上，必须先和主有一个爱的关系，要懂得怎么样和主要谈

爱情。所以，我们要多读《雅歌》——旧约的《雅歌》。赞美主！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每一

年都要把《雅歌》书都要念一遍，好像是国家性的，全国都是这样。这也是保持他们永远是神

的子民，当然今天还是。还有一些犹太人还没有归向主，但是圣经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

足了，然后以色列人都要归向神。”（参罗 11:25-26）赞美主！哈利路亚！ 

唱《衪是我一切》 

“祂是我一切。”你们有没有跟我一起唱啊，很简单，“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这

个不需要看歌词你都可以的，试试看，你跟我一起唱。“祂是我所爱。” 

唱诗《祂是我一切》 

“祂是我所爱。” 

你可以照着你自己心里面所要的、所想的，你把最后那二个字你都会随你心里所愿意的这

样来唱：“祂是我所爱”；“祂是我所需”，是我所需要的；“祂是我的力量”；“祂是我的良善”…。

你都可以这样改，照着你所要的。哈利路亚！ 

哦！谢谢祢。紧紧地与祂连上，深深地进到祂的爱里面。哦，赞美主！这时候最好你什么

都不想，你只想到说：你在耶稣跟前，最好你能够像《雅歌》里面所说的“祂与我，我与祂”、

“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参歌 6:3；7:10）至少你的心可以这样，你好像是在心里面是单独

和主在一起。哈利路亚！ 

唱诗《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副歌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表达我们心里面对主的爱、感受、或者是祈求、或者是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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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用诗歌来表达。赞美主。 

这周是我们讲到跟随圣灵的最后一周，前面三周我们都讲过了什么是跟随圣灵？为什么要

跟随圣灵？这一周我们也许多讲一点如何跟随圣灵？ 

如何跟随圣灵？基本上乃是灵里面的一个操练，或者说是我们灵觉的一个操练。这个就需

要我们常常注意我们里面的感觉，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祂会感动我们的。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跟我们说我们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迷信，我

们所信的都是一些哑巴偶像---木头、石头、或者瓷器、银器所作的这些假神偶像，都不会说

话的。那是因为我们无知、迷惑。（参林前 12:2）他说：现在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所信的神，

祂是活神、祂是活道、祂也是永生神的灵。我们所信的神祂是灵---永活的灵。永生神的灵就

是这个意思，因为祂是灵，祂无所不在。 

对我们这些信祂的人，已经受了圣灵的人，祂的灵更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经说的很

清楚，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章 24 节，第四章 13 节他一再地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祂把祂的圣灵赐给我们。”（参约一 3:24）祂的

灵赐给我们，因为神就是灵。 

我也许提了好多次了，要永远记住主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四章 24 节那里说：“神

就是灵，所以拜祂的，和祂交往的必须要在灵里，要在真诚的里面、真实的里面。”（参约 4:24）

“心灵诚实”中文是翻译“用心灵诚实”，原来的意思是“在灵里面”，也是在真诚的里面来和

神交往。你不是和一位假神哑巴偶像，你是和一位永生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创造

宇宙万物的神。 

我们讲到神的灵，就是这样一位神的灵，祂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说：“神就是灵，”

要记得，拜祂的必须要在灵里面来拜祂。 

然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 17 节那里说：“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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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平常所说的，记得，“主就是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只是我们没有把耶稣当作真的

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很容易口称耶稣是主，而却不太容易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来作主，

那就是要顺服圣灵。我们越顺服圣灵，我们就是越让主---就是那灵来作主；如果我们让主的

灵来作主，凡事来作主，来带领我们，那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活了、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得

释放了、我们可以在许多的事上可以得胜了。  

主耶稣讲的这句话，还有使徒保罗所讲的这两处的经文，如果我们要记得，我们就知道我

们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就是跟随神，也就是跟随在我们里面的神。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

里面呢？圣经上说因为祂把祂的灵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知道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

祂的里面。 

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来过这样一个生活呢？就是一直的顺服。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活在

灵里面，活在灵里面，或者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也就是我们已经说的我有本书所讲到的《恩

膏的教训》。 

你也许听完了最后这一周的课程, 回去你如果还有我的书《恩膏的教训》，你不防再去看

一看。第六章里面讲到就是---如何的来领受恩膏的教训?。还有我写的另外一本书叫作《跟随

圣灵》，那一本书很值得你好好去看。就好像那个《安静等候神》那本书, 很多人用来去操练。

《跟随圣灵》那本书，可以说你常常去翻着看, 去作一个参考。因为那里面，我是讲到多方面

的来跟随圣灵，那就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所学习的。这个书还是差不多前十年吧，七、八年前写

的。所以，这几年我又有一点，又有一点小小的进步了。我们跟随主，应该是一直都有进步的；

我们对主的认识，还有对圣经的了解，应该是常常都有进步的，应该常有新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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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恩待我、怜悯我，很多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忽然就开了。哎，这句话，我在讲的时

候，我说我以前我不明白，我没有这样领会呀，哎，今天圣灵让我说出来了。所以，我连在讲

道的时候都有新的领受。要记得，这是我们跟随圣灵的这个无穷的好处，无穷的好处。我们跟

随圣灵，实际上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与神同行”；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常在我的里面，我也

常在你们的里面，”祂说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参约 15：7,8）而且圣灵祂引导我们，祂

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主就是那灵。好像主耶稣在肉身来到世界上，祂来，祂就是遵行神的旨

意。祂给人的教训，祂给门徒们的带领、教导都是按照神的旨意。 

照样的，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是祂引导我们，凡事按照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第八

章第 26 节那里说的比较更清楚了，那里是说我们祷告，“我们本来不晓得怎样祷告，”他说

“只是圣灵帮助我们，”然后他就讲到“圣灵祂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众圣徒来祈求。”（参罗

8:26,27）有时候，我们不会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教导我们祷告。圣灵的祷告祂不是像我

们人，多半都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自己的需求，圣灵总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照样的，圣

灵祂要引导我们，祂要感动我们，祂当然都是按着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说是跟随圣灵，顺服圣灵，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你要知道最重要的，

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还不是作神的工, 为神作这、作那个，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要遵行神的旨

意，就是凡事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也就是我常常说的: 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

照着主的意思，圣灵来引导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的话，在基本的心态上，我们就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

感动，照着圣灵的引导，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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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过去圣灵感动我，有的时候要我所做的事情，不是我所愿意的。比喻

要去面对一个对我不好的、对我有敌意的、不友好的、或者是过去伤害我的，那么我要去面对

他，我要去按照圣灵的感动。那个时候我们就顺服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放下面子，我们

需要把我们自己的那种不愿意的感觉，或者有时候会讲理呀：这个人他怎样怎样过去无理的对

待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去作？那个时候就不讲理了。所以，跟随圣灵，有的时候要记得，不要

讲理。 

第二部分 00:30-01:00 

有的你不喜欢，但是神喜欢；你不愿意，是神要你这样去作，所以，你就只好要去顺服。

我们已经说过，顺服就是蒙福。你每一次地顺服所带来的好处可以说数不清。譬如那个喜乐，

你顺服圣灵以后，很自然你的里面就觉得很喜乐，你很平安，你会觉得作的很对，然后你就感

觉到哦，主、神与你同在。那么，还有你不知不觉你那个灵觉，你对圣灵的感觉就灵敏了，就

开始敏锐了，敏锐度这样增加了。你每一次的顺服那个灵觉就多敏锐一点，这个是必然的。然

后你跟神的关系也就近了，你也会听神的声音了，都是这样的。到后来你就不需要再琢磨、再

分析：我这个感动是出于我自己的呢？还是出于圣灵的呢？ 

我想讲到这个跟随圣灵，许多人所有的问题多半还是这里面，就是常常落在分析、理性的

分析里面，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感动是出于圣灵的呢？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灵在感动

我呢？”多半都是好像要先知道，多半落在分析的里面。 

我在这里，我首先就是要告诉你们，在跟随圣灵的道路上有四个字是很重要的，你要记住

啊，就是“信而顺服”，就很简单，是不是？信而顺服。 

我可以说我的《跟随圣灵》那本书完全是写“信而顺服”的一个见证。这里面当然我也说

了一些圣经的，提到圣经的经文、圣经的原则，但是你看好了，基本上都是我的见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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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圣灵充满了以后怎么读经，然后我就怎么样听到神的呼召，然后怎么样放下职业，一步一

步地这样的许多的跟随。我的《跟随圣灵》那本书里面，你如果看过我的书的话你就知道。比

如我怎么开始跟随圣灵的？我跟随圣灵的好处之一就是耶稣向我显现；然后神怎么呼召我了？

呼召我过信心生活；然后在生活当中，神怎么样供应我的需要；还有我怎么遇到一位属灵的人

属灵的长辈，从他们那里就得到一些帮助；后来怎么来到美国了？这些都是圣灵引导，有很多

个圣灵的印证。 

第十章，你们如果是还弄不清楚“你怎么知道我的感动是从神来的呢？”你就再可以看看

《跟随圣灵》这本书的第十章。在国内我写的这两本书《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他们印

的时候是和并成一起了，二合一了，所以书名就改成《圣灵》了，上集是《认识圣灵》、下集

是《跟随圣灵》。 

在《跟随圣灵》这本书里头第十章，那里讲到如何的能够确认圣灵的感动。你要是能够确

认这个是圣灵的感动，那里面我就提了好多点。比如你怎么样才认识圣灵的感动？开始的时候

你不太留意，以后的时候慢慢你就会留意了。我就讲到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工作上怎么要改换

工作，还有我得到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这些都在这个第十章里头。 

那现在我来简单的来回答：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感动是从圣灵来的？首先我们要记得圣经的

教导，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 19 节那里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说要叫

我们要留心，要叫我们要看重、要顺服。这个“消灭”就是说，非常容易的一不小心我们就让

祂过去了。因为有时候，或者说圣灵的感动通常的、一般的情况就是好像很轻微的，就是有这

么一个意念，我们很容易让祂过去。至于说有的时候比较强烈一点的感动，那是在一种比较特

殊的情况，或者是严重的一种情况之下，圣灵会感动会比较强烈一点，通常是比较很轻微的。

譬如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对人的态度，还有和人讲话的时候对于事情的反应，常常这些

地方其实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是很多的。可是我们因为没有注意就消灭掉了，不是故意的消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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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圣灵的感动，就这样让祂过去了。 

比如我们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留心我们里面的感觉，我再说，我们要留心我们里面

的感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操练内在生活还没有细到一个地步，就是留心我们里面的感觉，我

们说什么我们都要注意里面的感觉，我们看什么也要注意里面的感觉。有点时候我们听什么，

我们也要注意里面的感觉，因为好多的时候我们看了我们不该看的东西，听了我们不该听的话，

也说了我们不该说的话，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比如，我先讲比较好像消极这方面的，

然后我们积极地来确认什么是圣灵的感动。比如很多消极的话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人常常说

那些的消极的话，什么“倒霉”、尤其咒诅人的话、那些不吉利的话，有时候我们就是乱说。

我们信了主以后，当我们要再去说的时候，我们就有感觉，尤其我们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以

后，我们更容易有这个感觉，好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很容易没有留意就这样去说了。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我们不能不注意我们里面的感觉。你要说：“什么感觉呢？”

那就是说你里面很自然就是“哎呀，我不要听了。”还有，我告诉你，你都不需要圣灵来感动

你说“不要听。”我们常常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记得，我们所有那些负面的东西---负面的话、

负面的思想，无论是我们听到的、无论是从心思意念而来的所有负面的东西，要记得，都是从

那恶者而来的，你要记得，所以我们要一概地拒绝。你如果要是领受这样的一个教训的话，你

会减少许许多多你那个不高兴、不愉快、你的沮丧、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你得了忧郁症，我告

诉你这些情况都会减少，我相信会大为减少。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是应该说积极的话、应该说

信心的话、应该说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这样的话才能叫我们得到造就。 

《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保罗教导我们在言语方面的时候，他就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

都不要出口，”那就是消极的话、不好的话、伤害别人好话。“污秽的言语”它不仅是脏话，乃

是不造就人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如果有的人，你觉得没有什么好话跟他说的，那怎么办？那就不要说。你看，“凡事都要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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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这不仅是圣经的教训，是讲到跟随圣灵的时候。 

我再说跟随圣灵跟遵行圣经的教训这是一致的，它不会有冲突的。要记得。我为什么引用

这些地方的圣经呢？也就是说圣灵感动我们的都是与圣经符合的，也可以说都是圣经所教训

的。而且圣灵祂来，祂引导我们是要带我们进入到圣经的教训里面。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

13 节那里所说的：“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我们这样跟随圣灵

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渐渐的就能够活出圣经的教训啦。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的

话，圣经的教训以后就渐渐地变成我们的生活了，我们的信仰就生活化了，就落实在我们的生

活里面了，这是跟随圣灵最大的好处。 

不然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跟随圣灵，我们只有一些圣经的知识，当然我们也可以照着去做，

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地方你作不到的，你靠你自己的力量，你是作不到的。但

是很奇妙的是当你这样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这样感动顺服时，你就能够作到。你好像你都不

要用力气，你都会做到。那么有的事情可能你觉得不容易立刻就做到，但是，你如果顺服，你

如果至少一直愿意顺服，因为这个顺服圣灵，每个人我们在顺服圣灵在程度上也不一样的，也

的人顺服的程度比较多，有的人比较少，有的人就百分之一百地顺服，到了后来可以说跟主的

关系可以说非常深了，生命可以说相当地丰富了，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学历很多很多付代

价的功课，他知道顺服所带来的好处---神的同在、更丰盛的生命、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对神

更多这样地认识、更多的经历种种的这些好处，所以，他要百分之一百地这样顺服。有些属灵

人他们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常常所提到的劳伦斯弟兄、盖恩夫人、还有慕安得烈这些都是内在

生活的老师，在就是近代的我们常提到的罗炳森师母《荣耀的光辉》所讲的，他们是绝对的百

分之一百的。 

讲到罗炳森师母的时候，她那个时代，你要是看了《荣耀的光辉》这本书，你一定记得里

面有讲到当初在美国中部有个锡安城，他们所谓的信心家庭，就是设在锡安城一起传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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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学习来作主的工，受训练的。那个地方不是很大，参加聚会的人不是很多，平常也就是二

三十个人吧，住在那里的人都是去受训、学习要怎么样来服侍主。他们那里好几个传道人就是

罗炳森师母的同工，那个书里面都有提到，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讲了，他们这一群同工，他们有

一个特别的称呼，叫作“ 全能的器皿,power vessels,全能的器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

他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绝对不说话，绝对没有任何的动作；那么什么时候他们开口说话，

一定是圣灵感动，一定是神的能力。所以在他们当中，那个时候常常有神迹奇事，常常有人，

你心里面的那些隐情,被显露出来，因为是神在作。那些传道人，他们真是像耶稣那样，有那

个先知的灵，能够说出别人的那些过去的事情。就好像主耶稣遇见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主

就知道她有过五个丈夫，过去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实在好多人,神在他们当中，连人里面

的隐情常常被显露出来。那么当然他们中间有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神迹奇事都有。所以这

一些传道人可以说是绝对的顺服圣灵，是百分之一百的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因此他们被称作，

叫作：“ 全能的器皿,power vessels。”说话有能力，行事有能力，因为圣灵的能力彰显在他

们的身上。这是我附带稍微这样提一下。 

所以我们顺服圣灵是在程度上我们渐渐的会有进步的。因为我上一周，我有讲到，我有跟

大家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在那里我曾经这样指出来，圣灵跟肉体是彼此是相争的。

什么是肉体呀？然后什么是圣灵啊？彼此是相争的。也就是说圣灵所愿意的，不是肉体所愿意

的；肉体所愿意的，不是圣灵所喜欢的。所以常常这两者有冲突，就是相敌的。 

所以我们在开始学习跟随圣灵、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许多的人每个人在程度上都不一样，

这个是根据或者说这个是取决于我们对主的爱、还有对主的委身、对主的奉献。我们如果爱得

深、委身得深，当然我们顺服的就多。不过要知道神祂不勉强我们，神是愿意我们自甘情愿的。 

在《雅歌》书里头有讲到书拉密女, 神就说：“不要去叫醒她、不要去激动她、让她心甘

愿意地、自甘情愿的。”（参歌 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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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面讲到奉献钱财也是这样，“那甘心奉献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参

门 1：14）人的奉献就像这样，我们跟随主也是这样，在跟随圣灵的事上，顺服圣灵的事上，

也是这样。神是愿意我们出于甘心，祂不是强迫我们，祂不是勉强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这个爱，

这个爱情完全是自然，尤其神让祂要求于我们的爱是绝对是自然的。因为祂给我们的，可以说

真是不要说百分之一百, 千分之千分把祂给我们。祂要求我们不是那样勉强，而是甘心乐意。

当然就好像有一个属灵的姐妹，是一个英国人，她的名字叫 Francis Haverge，她讲过这样一

句话，她说：“我们从神那里，我们要得着多少，就是取决于我们奉献的有多少。”如果我们奉

献的是百分之一百，我们所得着的也是百分之一百，神所给我们的也是百分之一百。 

我再回来再讲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动是出于圣灵的呢？圣灵在我们里面，通常

是有感动、有催促、有禁止、也有责备。那么感动就是我们常常有一个意念，或者说，我刚才

已经说过了，当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感觉：“嗯？”马上会有一点感觉。

那如果你没有感觉呢，那可能你重生得救恐怕都有问题，也许你还没有在神的国里面。你如果

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如果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话，你一定

会有感觉的。好像一个妇人她怀孕，你怎么知道她怀孕了，她有喜了呢？超音波可以听得出来，

他可是还没有动静，还没有成型。你如果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

命，总是会有一点感觉。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的话，那就是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没有重

生得救。所以要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要敏感，那个感觉要非常的敏锐，那个顺服越快越好，

越多越好。 

或者这样，我通常是有三个原则。就是要做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一个重大决定，比如换

工作、搬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尤其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从一个

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像这些比较大的行动，通常我就用三个原则。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凭圣灵

的感动、顺服，那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很平常的事情。说话、思想、心思意念、还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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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看东西，那个我们会多有感觉的，我们都要在那里顺服。 

我说的这三个原则，就是帮助我们确定说，这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

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都愿意顺服这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是不是？通常我就是用三个

原则，第一，就是这个感动，比如要搬家或者换职业，或者出国。或者我讲一些我自己那个实

际的经历给你们参考，我想比较具体一点。 

就是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是不想来的，（待续） 

第三部分：01:00-结束 

因为我们没有来之前，我自己一个人来过美国来实习，也在学校里待过，也在一些我那个时候

是我们叫作大众传播---就是广播、电视还有报纸这一类。我来了以后就回去，我就不想再来

了。因为我第一次来美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家、想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有六

个月大。其次，就是不习惯，尤其那个时候美国还有种族的隔离，好多不方便，我不太习惯。

所以到第二次有机会来的时候，我就不想来，就是一个报馆要派我到美国来作他们的特派员，

我当时就拒绝了。拒绝以后奇怪是有二三天心里一直不舒服，晚上也睡不着觉，老想这一件事

情，后来我就跟我的师母说了，我说：“去美国报馆这件事情，怎么老在我的心里面，晚上我

也睡不好。”然后师母就说：“那我们就祷告啊，也许是神让我们去美国。”我这么一听，我说

“好吧。”我就跟她一起祷告了。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作工了。第一，祂就给我

有话，最主要的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那里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神，我必与你

同在，我必帮助你，我必引导你，”（参赛 43:1，3，5）好像那些话都是非常肯定的；其次，

从月历上每天看到有几句话也是类似的话，“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你尽管这样前行。”

好，我们有了主的话，好像睡不着觉都是圣灵的感动，因为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我很少睡

不着觉的，而且整天想着这件事情。如果是圣灵的感动，祂那个感觉祂会一直来的，尤其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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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大的决定，老让我想着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的话，它会很快就清淡，而且很快就会过去了。 

是圣灵的感动，它还会再来，过去了，它还会再来，你不理它，它还会再来，神跟我们说

话就是这样。有了神的话，也有了圣灵的感动，那个时候我们就求印证。我所求的印证就是我

们的路费不够，那个时候我们有六个孩子了一家八口，而派我到美国来的报社只负责我一个人

的机票，另外七张票没有这个钱，后来我们就为这个祷告说：“主祢一点要显明，如果是祢让

我去，祢就给我们预备，”然后很快地报社就答应也供应我师母她的机票，二个人的机票，可

是还有六个孩子呢？我们再继续地祷告。师母她用什么方法呢？她起先没有跟我说，她就是说，

我们有些家具，她就祷告说：“神啊，求祢感动人来把我们的家具都买去，”我们还有一个钢琴，

就是筹路费，后来很快钢琴就有人买去了，而且买的人他也是个弟兄，他知道我们可能要去美

国，所以，他不仅是照我们要的价钱，同时还多给了，这也是神感动他了。至于那个家具，师

母的祷告是这样她说“求祢感动人买，不要零零碎碎的买，是全部都买，那我们就知道，主啊，

这是祢要我们去美国。”有一天，来了一个牧师的师母，她来我们家就四处看看说：“听说你们

要去美国啊？”我说：“是啊，我们在祷告啊。”她就每个房间去看一看，看了家具，看了我们

的冰箱还有把它打开来看看，她看完了，她坐下来说：“你们这些家具都要卖吗？”师母就说：

“是呀，都要卖的。”“那是不是全都要卖呢？”师母说：“是呀，要全都要卖。”正好是师母她

祷告就是这样，不要别人买一个沙发椅或者什么，要全部都买去，这师母就说:“好，我要全

部都买。”师母就肯定说：“这就是神让我们去。” 

还有一个奇妙的事情是：我们还没有来美国之前，住的地方神也给我们预备了。我们知道

这一家八口不容易在美国租房子，尤其是租公寓不太容易，因为人多在一起。我们就祷告主说：

“主啊，祢给我们预备一栋房子是独家独院的。”而且我们知道住在美国没有车不行的，需要

有部车。我们这些祷告神都垂听了。还没到美国，、就告诉我们说：“唉，有一栋房子是一个姐

妹的，听说你们要来，她很愿意让你们住。没关系，你们能够出多少钱都可以，”我们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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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主又听了祷告。车子，我一个人先来，我就去了纽泽西,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作大

夫的，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帮助他有二个外孙从大陆到美国，我帮他们申请、签证，他就知道

我好像为他作了什么事就要谢谢。所以，我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刚买了一部新车，然后一部旧

车就想送给人，他不知道送给谁？他说：“好了，你来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就送给你吧。”

哦，汽车也有了，房子也有了。所以，那就没有话说了。我虽然我不喜欢来，我一定要来，因

为这是神的旨意。 

后来还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在我们住家的地方离开不远，是在

一个小山的山头上，那有一个祷告会。那天早上祷告会，我大概是没有去，在去的当中有一个

牧师，他有神的话，神要叫他来告诉我们，可是，他那天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发现说：唉，那

个附件在修马路，挖了一个沟，他骑机械脚踏车就没法过去，他要想到我家来就必须经过那里。

所以他就祷告说：“神啊，如果祢要我到周牧师家去告诉他这个消息，祢要打发人把这条沟要

搭一座桥，好让我这个机车可以过去。”他祷告完了，诶，真有两个人就抬着一块木板就把那

条沟就这么搭上了，然后他就过来了。他过来骑着车就到了我们家，他一坐下来，他就告诉我

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就说：“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让我转告你说‘是神要你们去美国。’”

他说：昨天，他是做一个梦还是怎么样，我好像忘了他是怎么说的，就是很清楚是神告诉他“是

神要你们去美国。”非常肯定的。 

那么加上那么多事情、神的话，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到后来就没话说了，你一定要去啦。

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报馆的这一份工作。我们就这样全家浩浩荡荡地来到美国了。 

我为什么讲这么一段呢？我把它总结一下，就是我刚才要说的那三个原则，就是跟随圣灵，

确实确定说这是神圣灵的带领，也可以说，确认说这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

意，是不是？ 

这三个原则，我把它稍微总结一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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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就是要有圣灵的感动，一再的感动。而且，这个感动还不是普通的那种提醒，向我

们说话、心思意念、不该想的、不该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感觉。这个感动是比较特别一点，

比较强一点，比较显著。因为你想，这个感动到一个地步连晚上觉都睡不好的话，这是很强烈

的一种感动。这是第一，你要是确认是圣灵的感动，是神的旨意。 

第二 要有神的话。我有圣经的话。我是觉得最好是圣经的话，很清楚是圣经的话。再其

次，是别人得到圣经的话。就像那个牧师他来告诉我，也是圣经的话。尤其是两次，如果神对

我们说话，是说了两次，或者是藉着两个不同的人来跟我们说。“二“就是见证的意思，两个

见证人，在圣经里面，就是可以两三个人的见证。主耶稣不是说吗？“你要凭两三个人见证的

话，才能够确认是这样的。”（参太 18:16）那我有神的话，不仅是一次，而且是两次。 

那么再就是环境上的印证，求神在环境上来印证。我这一点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士师

记）第六章第 36 节到 40 节，那里是讲到基甸。基甸他听到神的话，我相信那也是圣灵的感

动，他不太确实的知道，因此他就用这个羊毛来印证，求印证。把羊毛放在外面，他就祷告，

求神让地上的露水不会落在羊毛上面，羊毛是干的。他一次，第二天起来羊毛确实是干的。一

次他还不够，他要两次确实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他第二天晚上，他就换了一个祷告，他

说：”神哪，今天晚上，求祢只让露水只落在羊毛的上面，地是干的，羊毛是湿的。”那第二天

早上他出去看的时候，果然，地是干的，羊毛是湿的。所以他就知道那是神跟他说的话。因为

他要率领一帮人去攻打以色列的仇敌---亚玛力人，他要去。因为他知道，如果是神差遣他的

话，他一定会打胜仗，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一定会打胜仗的。我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就领

受了的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要有环境上的印证。 

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个人自己的见证，就是这三个原则：就是要有圣灵的感动，一再的感动，

或者很清楚的感动。第二要有神的话，很明确是神的话。第三就是环境上的印证。刚才我所提

到的环境上的印证，比如那个牧师到我们家来，他的那个祷告“修马路”；我们的路费，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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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地这样给我们预备；还有师母特别祷告“那个家具，要全部有人来买。”因为普通人到一

个人家，人家要卖旧家具，你总是挑你所要的嘛！你没有说你全部都买的。那个师母可能也是

因为要帮助我们，我想也是神感动了她这样的来做，为了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旅费可以来到美

国。 

你看这三点，如果你要是认识有什么属灵的长辈、有属灵的遮盖，特别是那些跟随圣灵多

年的，他们有经历，他们敬畏神，确实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是百分百地顺服圣灵、跟随圣灵这样

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认识的属灵的长辈，能够去跟他（她）交通，把你的所领受

的跟他（她）这样有一点分享，然后得到他（她）的印证，那是更好更稳妥。 

这是可以说，我刚才说跟随圣灵，信而顺服，是跟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件事，是一致的。因

为圣灵的感动，总是感动我们去照着神的意思来作。 

那么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也就是用刚才我所提的那三四个原则，来确定是不是神的旨意。

我那个书里面，不仅讲到我们来到美国，当时我怎么样放下职业、我怎么有神的呼召、我怎么

知道这是神跟我说话、我怎么知道这是神呼召我。当我知道了以后的话，我才有这个，可以说

有这个胆量就放下职业，而凭着信心这样来生活，靠着神来生活。因为我知道，比如在这个神

呼召我的时候，神和我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祂说“如果你向我忠心一日，我就对你信实一日，

我就显出我的信实可靠来。”那么，我听见这句话了，我还要求环境上的印证，当然后来神就

是带领我，真的是供应。 

这个求印证，要记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我们要确认是否是神的旨意，还有我们的

感动是不是出于圣灵，要记得，要作一个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求印证是不可没有。不能单单凭

你一个人，尤其有的人，他就是把圣经咔嚓一打开，然后用手指去指到圣经哪个地方，哦，这

个就是神给我的话，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要多方面的来，来让神向你说话，显明祂的心

意，然后你清楚了，你就是这样去做。那不清楚呢，怎么办呢？等候。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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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感动，是不是神的旨意，你就等候，这是最好的方法，就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你既然不

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去作呢？这是很自然的一个道理。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就是我要提一提，我们跟随圣灵，要记得，跟随圣灵，不要否定神所给

我们的一般的常识，我们普通的常识。比如好坏，事情好坏，该不该？有时候，我们神给我们

的智慧，普通的常识我们都知道，是吧？伤害人是不好的，对不对？说人的坏话，有时候我们

没有这个感觉，这是不好的，在圣经里面，就是背后说人都是一种罪。有时候，我们对圣灵的

感觉敏锐的话，我们在背后说一个人，这个人不在场，我们在说他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会

有感觉的，我们会有感觉。你能够说多少，就是你要顺服你的里面的那个感觉。 

这是如何来跟随圣灵，也可以说是如何能够确认是神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 

我想我今天我就说那么多，我的书里面写的比较很详细，我已经提过了。你们能够花一点

时间去看一看，我想会更有帮助。 

最后，总结的这一句话，我常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意思，或者是我这么说，如果

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不管去作什么，记得神负一切的责任，即使有时候我们

顺服，我刚才说信而顺服，有时候我们顺服可能是错了，因为我们存心是顺服的，但是我们在

那件事可能顺服是错了，你都不要害怕，神会，神是看我们的心，祂不是看我们外面作的对或

者是错？或者是好还是坏？神会照着我们的心愿来成就，祂会使人的错误成为我们的益处。这

就是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意思，（参罗 8“28”）就说，即使我们顺

服也许是错了，在神看来还是对，但是，祂也使我们的错会变成是我们的益处，这是神的爱，

也是神的智慧。 

但是不要忽略我们那个 common sense，英文就是 common sense，就是普通人一般的

常识，所谓 common sense，黑白我们都分得清楚，善恶我们都分得清楚，你不要连 common 

sense 都丢掉了，你就：啊，我里面的感觉是这样、那样，不要把两个也混在一起。有时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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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ommon sense 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那就去做吧，未必是圣灵感动你的，因为神给我

们的智慧就是要我们来用，祂不是叫我们作机器人，好像启动一下电，启动了才动，圣灵感动

你，你才动，圣灵不感动，你就不动，不是。圣灵这样的带领我们，不是这样子。要记得：我

们是活的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祂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有意志、有情感，所以很多

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 common sense 神所给我们的。有的事情比如说，神祂要我们自己

来决定，祂要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决定，那么，我们在决定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聪明，是智慧

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就不要去做；

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去做，是不是？这个就是我说的，神所给我们的聪明智慧也要用，不要

完全好像你就否定了神所给我们聪明智慧。 

我说一个例子，你们就知道，有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跟随圣灵会有点过分的，会有一

点就是完全否定了他的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比如，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姐妹，这是我在纽约的时

候我听说的，实在是要力求属灵，完全的是一个跟随圣灵，活在灵里面的人。所以她跟随圣灵，

她什么事都问，她连她穿袜子她都要问，她都要问说：“到底圣灵，我应该要是先穿左脚，还

是先穿右脚啊？”她完全把神给她的 common sense 聪明、智慧、脑袋完全是否定掉了，废

掉了。我告诉你，跟随圣灵不能作机器人，要记得，我们是活人。这样的话就不会走偏，不会

极端，因为圣灵和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都是平稳的，祂是引导我们走正路的，走义路的，走神所

喜悦的，而且是荣耀神，也是对人有益处的，就是荣神益人的道路，这是圣灵要带领我们的。 

好，今天我就说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好吗？最后，我们稍许有一点祷告。 

赞美主！哈利路亚！（一起跟我举起手来，）感谢主！赞美主！赐下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宝贵

的话语，实在是圣灵在说话，圣灵在引导我们；是恩膏在教训我们；是祂要把我们要带到神的

旨意中；祂要把我们要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祂要藉着我们的信而顺服来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

有改变，能够越来越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就像祂当初在地上一样。这就是神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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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主啊，祢恩待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赞美主！我

也求祢在这时候，我们还没有散去的时候，主啊，祢的恩膏再来膏抹他们。圣灵啊，再来充满

他们。哈利路亚！ 

我看有的人没有举手，还可以把双手举起来。可能你们那边时间晚了，很累了，没关系，

这时候再来领受，你随时都可以来领受荣耀的圣灵。 

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赞美主！哦，主啊，充满我，充满我，就在这个时候充

满我。哦，谢谢祢！谢谢主！今天，主啊，在这段时间里头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所说的话。主

啊，祢的灵亲自来带领每一位在线上的同学能够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主啊，这些话都能够落实。

哦，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同学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主啊，

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祢与我们同在，谢谢祢这样的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

给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祷告。阿们！阿们！ 

感谢主！好了，我想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你们在亚洲的晚安了。好，再见。神祝福你们。

北美也是这样。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