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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圣灵与恩膏的教训（二） 周-2020-04-11-六 

 第一部分 00:00-00:30  

各位同学早！你们都已经上线啦。我们在北美是早上，你们在

亚洲是晚上。感谢主。 

欢迎每一位能够按时来，要记得，我们的上课不是像一般的上

课，我们是来到主面前，首先我们就是要和主连上。赞美主，哈利

路亚！ 

我在美国北美是早上，北美的西岸更早，现在是清晨五点钟。 

我早上一起来就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短，也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常常最帮助我的，常常提升我的灵的，就是——《祂是我的一

切》。“耶稣是我的一切，祂是我的一切。”很简单，如果你要是

能够背的话，你常常背，常常背会提醒你，祂就是你和我所需要的

一切。唱的时候会提升我们的灵，唱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力量。

尤其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遇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天不知道

要遇到多少的问题，随时你就想起：祂是我的一切，耶稣是我的一

切，祂是我的一切。 

唱诗：《祂是我一切》。 

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 

你跟着我一起唱，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要对准主，要和主连起来。

这个连结是我们一生都要操练的，因为我们太容易脱节，和主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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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连结，而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连结，圣灵来了，目的就是叫我

们与主连结。我们不要把圣灵是当作可有可无的。不！祂就是神！

神就是灵，圣灵就是神。主就是那灵，灵就是主，圣灵就是那位主，

要记得。 

再跟我一起唱。祂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

现在你要相信，祂就在你的里面，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是圣经

告诉我们。《罗马书》第十章第 9节 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

口里，就在你心里。”我们信的这个道，我们信的这个福音就是活

的主、复活的主，也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一起唱： 

唱诗：《祂是我一切》 

祂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祂是

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 

是不是很简单，但是最容易提醒我们，主在我们里面，最容易

让我们与主一直连结的，保持连结的就是这个很短的歌。 

我今天早上起来，这句话就一直在我的里面，那个调子也在我

的里面，有时候我没哼出来，有时候我会哼出来或者唱出来。 

再跟我一起唱：祂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祂

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 

你口里唱的时候，记得，心里要相信；口里唱的时候，心里要

相信。每一次唱诗歌，不是单单用口，要记得，也要用心。主耶稣

说到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就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是

远离我。”那个有口无心的敬拜啊、祷告啊、赞美啊，你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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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神所轻看的，都是主所轻看的，也许是祂厌恶的。你一边唱，

一边用心来相信！ 

再跟我一起唱：祂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祂

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耶稣是我一切。 

“一切”这两个字，你可以改，你随时需要什么，比如：你需

要力量啊，你需要智慧啊，你需要爱心啊，你需要能力啊，需要忍

耐啊，你都可以改成：祂是我忍耐、能力、智慧，你都可以把它改

成你自己心里面所要的，也是一个祷告。记得，我们祷告不是单单

用口，用心，用诗歌，有时候不出声的祷告，就是默祷，这个祷告

的方式不是一定都要开口的要求，祷告乃是向主表达你的心意，倾

心吐意，这是最好的祷告。有口无心，这是最不好，最要不得的。

咱们要切切地要避免，唱歌也是这样，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也

是这样，必须是从里面出来的，那才是真的。赞美主！ 

再跟我唱一两次：唱诗《祂是我一切》。 

赞美主，紧紧地靠着祂的胸怀，哈利路亚！享受祂的同在，享

受祂的爱，享受在祂里面的那个安息，享受祂的甘甜，享受祂的安

慰。 

无论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以得到

饱足。但是那个秘诀就是在于心，关键就是在于心。我们要会用心，

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说这个关键就在心里面，一切都在乎这个心。

当我们的心被主来充满、来占有，那么好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所

需要的平安、喜乐、忍耐、爱、宽恕、谦卑、柔和都在祂里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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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说:“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参诗 16:2）也就是我们所需

要的一切都在祂的里面。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唱这首歌《祂是我一切》，祂是我一切，

祂是我一切。哈利路亚！当我们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心灵能够更深

地进入祂的同在，更深地来与祂连接。好像《诗篇》23 篇，就是说:

“躺卧在青草地上，”（诗 23:2 下）我相信我们有的人一定有过这

个经验，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是你去到一个公园或是哪里，那个草

地那么好，又干净，你就躺在那里，那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可是

我们所说的“躺卧在青草地上”乃是心灵的安息。我们的心灵啊，

多么需要安息。哦，Lord Jesus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祂是我们的安

息的所在，祂是我们的居所。摩西在《诗篇》90篇说:“主啊，祢

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参诗 90:1）居所就是住家的意思，家

就是我们安息的所在。赞美主！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多读几处的圣经，好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所讲的——跟随圣灵，我们所讲的——圣灵，完全都是从圣经

上而来的，我们必须要有圣经的根据。还有，人说的不算数，只有

圣经说的，圣经说的就是神所说的，只有神所说的才算得数。要记

得，不要轻易的相信人所说的，即使是最有名的牧师，要记得，如

果他所说的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圣经上很清楚所记载的，你都要

保留，你不要就这样相信了。要查考圣经，像庇哩亚，当时保罗传

道有一个地方叫作庇里亚，在帖撒罗尼迦的附近。帖撒罗尼迦这个

名字我们比较熟，就是因为在圣经里面，保罗所写的给帖撒罗尼迦

的教会。庇哩亚英文叫 Berea,庇哩亚只有在《使徒行转》第十七章

那里稍微提了一下，以后就没有再提了。那里所提的他们的特点，

就是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他们所信的这道，是与不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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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他说讲的这个道，这“道”，是与不是？我希望每一位同

学，你都保持这样一个态度。如果你从前没有这样过，我建议你从

现在开始，你所听到的，你再去查考圣经，你要知道这“道”，是

与不是？这个牧师所讲的，是不是就是圣经所说的？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不能接受。 

好多同学上了我们这个网校以后，他们就说：唉呀！过去所领

受的许多不正确的，不合乎圣经的，好多渐渐地被调整了。 

圣经本来就是使人归正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16 节，就讲

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就是改

正我们的错误。“使人归正”这个英文就是“改正错误” for 

correction 感谢主，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你既然上了网校，你就

要查考圣经，就是你的信仰是不是正确的信仰？是不是合乎圣经的

信仰？对人所讲的你都要保留，而且都要查考。我所说的人包括我

自己在内，我所讲的，你都要参考圣经，要知道这是不是圣经所说

的，这道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想，我们关于跟随圣灵，我觉得还要再讲。因为一般人对圣

灵太陌生，因为一般的教会讲的少，有的教会就不讲，就避免讲，

种种的原因避免。因此使得神的儿女，不但是对圣灵陌生，乃是忽

略了圣灵在救恩当中，祂所扮演的那个不可缺少的角色。也就是说

不能没有圣灵！ 

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所听的福音，我们所信的都是在理性

里面，在知识里面，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不能成为我们的经历，

无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

们与神的关系。 



JMI      2020     春    周六    周 MS 

 6 / 24 

 

福音——就是告诉人这是一个福气，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你要

是领受了这个福音，你就可以享福。这个“福”字，中国人非常的

相信这个“福”字，你看家里面、餐馆里面很多都挂着一个“福”

字，有时候还迷信，把那个“福”字还要倒挂，就是“福到”，倒

挂好像就福就来了，这完全是迷信。 

“福”乃是耶稣，耶稣来了，福分福气才来。圣经上说的很清

楚，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并且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在

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 3 节一开始就这么

说，那么清楚。 

福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今天在哪里呢？我

们都相信祂是在天上，圣经也记载“祂坐在父神的右边”（参西

3:1）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祂在圣灵里，祂来了，又来了。不但来

了，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也住在祂里面。”（参约

14:28；16:7；约壹 4:13）哦，一般人信耶稣，没有信到这个地步，

所以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福分。这个福音只是听了，但是福分、福气

就没有享受到。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听了一半，讲的人也讲了也不

知道有没有一半，也许还不到一半，讲的不完全。所以福分都漏掉

了。哦，教会如果没有领受圣灵，不认识圣灵，哎呀！她所漏掉的

福分是多么大。那福分不是别的，那福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

丰富，所有神要赐给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

都漏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直地说，要让人要多讲圣灵，要多查考圣

经关于圣灵这方面，要多说对圣灵的经历，要让人都知道，都可以

进入，你都可以得着。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个福分——圣灵，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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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给少数人的，圣灵是赐给凡有血气的，凡有血肉之体的人。但是，

要相信，要知道，要听到这个消息。圣经也说，讲道是从听道而来

的，听道是有人来传讲，就是他是一步一步的。（参罗 10:17）然

后，人传讲的完全，人听了领受的完全，他就得着的就完全。你讲

的是一部分的，人所得着的不过也只是一部分。哦，所以，所有的

福分都在基督里，或者是都在圣灵的里面。 

实在说来，圣灵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分。神对亚伯

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个是在《创世纪》里头就有，

（参创 26:4）然后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这么说。我们既然讲到这

里，我们就查考一下，先来查考《加拉太书》第三章，大概那里讲

到这个福分，神所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分。第三章就说到信耶稣的

人，信耶稣就是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说到

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 

第三章 13 节开始“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祂为我们钉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这使我们没有罪了，不再受到律法惩罚了。“因为经上记着：凡挂

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主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已经

除去了，不管我们以前我们祖宗三代有什么得罪神的事，耶稣来都

为我们除去了。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了，都为我们除去了咒诅。

（待续） 

第二部分 00:30-01:00 

（接上文）把我们的罪给除去了，咒诅给除去了，是不是就停在这

里呢？没有。这个福音还有下面，第 14 节就是：“这便叫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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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记得，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不但是叫他祝福，

万国也因他要得福。“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

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也就是说可以临到我们，“使我们因

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就是圣灵。圣灵是什么呢？

我刚才已经说过，神就是灵，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保惠师；圣灵

就是复活的基督升天以后，把祂的灵所赐给我们的。 

圣灵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是说“耶和华的灵”、“主的灵”；

到了新约的话，它除了讲“圣灵”以外，它也讲“耶稣的灵”，还

有“基督的灵”都是指着圣灵来说的。 

因着耶稣的死，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分，就藉着耶稣基督就

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应许的圣灵，就是神

所给我们的那个最大的祝福。 

如果我们要是认识圣灵，我们就比较领会这句话——圣灵是神

所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为什么？因为圣灵就是神祂自己，就是三位

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神。 

为什么是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圣灵来了，这三位一体的神，就

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可以住在祂的里面。这个我在上一个

星期我就讲了，昨天我也讲了。圣经在哪里呢？我一再地说《约翰

福音》十四章第 20 节，那里最重要的一节，等会我们也许再看一看。

20 节祂说：“到那日”，什么日子？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日。

“到那日”，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领受了圣灵，得着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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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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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这三位一体的神，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这三位

一体的神里面。这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分。这就是神所

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是福分。圣灵是包罗万有的，所有的福分都在

圣灵的里面。在圣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基督”这两个字，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名字，我们要有一

个正确的领会。“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有时候连在一起，有的时候

就是称祂“基督”，有时候是称“耶稣”。这个说法不是单单就是

说出祂的名字,祂有不同的意思的。 

耶稣——是主耶稣在肉身里面，祂做拿撒勒人耶稣，这是祂在

肉身的名字。 

基督——基督乃是祂从死里复活以后，得着尊贵荣耀，升到天

上坐在父神的右边，神就立祂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使徒行转》

第二章 36 节所说的“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参徒 2:36） 

祂在肉身的时候，人家称祂是耶稣。什么时候祂是基督呢？祂

被神高举在右边，立祂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完全显明

出来。在旧约，祂是隐藏的基督；到了新约，尤其是祂复活以后，

那是显明的基督。 

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受膏就是领受了神的恩膏—

—神的圣灵的恩膏。 

所以你一讲到圣灵就是跟基督有关系，一讲到基督就跟圣灵有

关系，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 



JMI      2020     春    周六    周 MS 

 10 / 24 

 

所以，当主耶稣讲到保惠师的时候，（我昨天讲了，我上周也

讲了，）祂讲到保惠师的时候，就是讲祂是受膏者，就是讲祂自己。

我昨天我也读了十四章 19 节，那里面就说：“等不多的时候，世人

不再见我，再等不多的时候，你们却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

活着。”（参约 14:19）而且我在上一周，我特别有一节的经文我

读给你们，那节经文很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在十六章 17节，你注意

就是最后那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跟他们说：“等不多时，

你们就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就还要见我。”那门徒们就彼

此就是在那对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祂老说这些话，”其实主

耶稣祂讲“等不多时，你们不再见我，”就是祂要被钉十字架，祂

要肉身要离开他们了。“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就是在

圣灵里面，那就是基督，真的基督——受膏者，就再来，“你们还

要再见我。”17 节最后一句，很容易被忽略。可是因为这个中文翻

译不容易表达，因为中文不像英文，它有所谓的过去式、现在式、

还有未来式、还有现在进行式，好像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还没有

发生的时候，已经发生的时候。可是中文它必须要用：往年、以往、

已经、曾经、一定要说现在、还有就将来。可是英文它没有这些，

它就是用那个文字上的变化。这个十六章 17 节最后一句，我们把它

整个来读一下:“有几个门徒他们就彼此的就这样子说：‘祂对我们

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就还要见

我，’那么又说：‘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

徒们这样彼此对说。 

再回到十四章 28 节那里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

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那就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必喜

乐，”（参约 14:28，）我曾经把那个英文的翻译，我有念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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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里就是说：英文说“I am going away。”这是现在进行时，

按照这个英文的文法的解释，I am going away，现在进行时。然后，

又说 I am coming back to you，又是现在进行时，我要回到你们

这里来。因为在神祂没有这个时间过去、现在，神永远是今天的，

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当祂说：“祂去，”其实主耶

稣去钉十字架就是三天嘛，或者说第三天祂就复活了，然后复活了，

就是在圣灵中。但是圣灵来是有一段时间的。就是祂复活以后向门

徒们显现，一共有 40 天，然后圣灵才降下。然后他们等，等候在耶

路撒冷，又等了 10天，一共就 50 天。所以那里记载五旬节，那就

是 50 天的那一个节期，50 天圣灵降下来了。但是主耶稣再接着说：

“I am going away and I am coming back to you.都是在现在时。

所以 I am going away，这是祂在肉身里面，祂要去了。I am 

coming back to you，就是祂在圣灵里面，又回到他们当中，而且

进到他们的里面。因为十四章 20 节是说到：“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了，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 14:20）那今天果然是这

样，圣灵已经来了。 

那今天基督在哪里呢？当然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

里面。而且，约翰他另外说两个地方的圣经，可以让我们铁定的知

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基督，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

主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经，我们一定要

清楚是在《约翰壹书》第三章最后一节。真的是，我愿意弟兄姐妹，

你都知道，你相信的都是在圣经上，都是从圣经来的。《约翰壹书》

第三章最后一节的下一半，这 24 节很长。下一半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里就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在回答人的问

题“你怎么知道基督在你的里面？”“你怎么知道神在你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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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说：“就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赐给我们的圣灵，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神在天上，如果没有圣灵，神怎么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呢？所以我昨

天一再说：不能没有圣灵！没有圣灵，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昨天

我也读了《罗马书》第八章第 9 节下一半，那里说：“人如果没有

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人就不是属基督的。”（参罗 8:9 下）那

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和基督毫无关系，清楚吗？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祂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还有《约翰壹书》第四章第 13节，我希望这些经文，你把它牢

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而且要相信。那么我告诉你，你再也不会

怀疑神在你的里面，基督就在你的里面，你再也不会怀疑了。这个

四章 13 节，它是刚刚一个相反的说法，其实都是在讲到一件事。13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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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得比较更具体、更切实的就是说，神住在我

们的里面，我们住在神的里面，那是因为祂把圣灵这样赐给我们。

神把祂的灵赐给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就是叫我们相信。 

哦，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每一位的同学：你要相信，当你得着

圣灵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天，你被圣灵触摸那一天，你领

受了，不管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你知道圣灵临到你了，进到你里面

了，就是神在你的里面，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

在你的里面。再也不要怀疑！哎呀！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个

就是保罗、使徒们他们所传的福音！ 

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他自己所活在其中的福音。他说：“现

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我们来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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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太书》第二章 20节这一节话，这个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

应该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信的福音，所传的福音，就应该是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不再是我”，

不是说我们没有活了，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再靠自己了。我无论

作什么，我不再凭自己了。我这个“老我”已经在基督里面，和祂

同钉十字架了。他的信，你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的信。他的信，保

罗所传的福音，和他自己所信的福音，他是完全与基督联合了——

在基督的死上与祂联合，在基督的复活上与祂联合，在基督的生活

中与祂联合。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参腓 1:21）你看，我

们都应该这样，我们活着都应该这样。可是我们有可能活着还是凭

着自己，还是靠肉体。我们还没有相信到一个地步，我们在基督的

里面，在祂的死的上面我们也有份，在祂复活的上面我们也有份。 

我们像保罗说：“我们什么时候相信和祂一同死，我们就什么

时候和祂一同活。”（参提后 2:11）在圣经里面，在基督里面，这

个“死”和“活”好像是连在一起的。尤其是就我们肉体来说，就

我们“老人”来说，“旧老我”就肉体来说，在基督里我们这个肉

体死了，我们就在基督里活了。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出基督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肉体，还

没有在祂的死的上面和祂连结，也就是我们信的还不够。这都是一

个信心里面的一个运作，不断的相信。《罗马书》第一章第 16 节那

里说:“这福音……”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讲的，那

都是从圣经上来。《罗马书》第一章第 16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

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福音，它有叫

人死的能力！也有叫人活的能力！这个大能！这个大能在什么人的

身上才能显出来？在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信，这个福音就是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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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基督死而复活这个大能就能够让你经历到，就能够在你的身

上活出来。然后，再读下去的话，或者我们就接着 17 节:“因为神

的义，也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参

罗 1:17）这一句话也是很容易忽略掉。他说这个“义”就是神所成

就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内在生活。 

内在生活就是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身上活

出来，这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当然也是福音，我们信了耶稣，我

们不光是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将来就上天堂。不!这个福音是信了以

后，因为这个复活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祂为我们成就的义解决了

我们罪的问题，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把圣灵这样赐给我们，然

后祂活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这个就是这里所

说的义。这个“义”就是包含这么多的意思在里面。 

但是怎样才能够活出来这个“义”，怎样才能显明出来呢？他

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这样的一种）。 

主耶稣在圣经里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作“那义者”，“你们把那

生命的主和那义者钉在十字架上。”the Righteous One祂就是那

个义者。（参徒 3:14-15 上）这个“义”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得着？

他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致于信。”就是开

始的时候要相信，到后来也要相信，要一直的相信。英文翻译很简

单，就是“From faith to faith，”从信心到信心，一直要这

样相信。 

 

下面他就是说:“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作义

人，我要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义者那样的话，我们要真是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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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义者的话，我们就是因信——只有相信，只有是相信，没有

别的路，不需要我们作什么，就是需要我们来相信。当然我们要相

信，我们就必须要查考圣经，必需要知道这个福音它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还有耶稣基督祂是谁？祂怎么跟我们发生关系？

那当然必需要透过圣灵，我们才能够得生，才能够这样。这个“得

生”也可以翻译作“活着”。我们是因信而活。义人——我们是因

信得着祂的生命。你信的越多，你得到祂的生命就更丰盛，就越丰

盛，一切都在乎这个信。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相信；神把圣

灵赐给我们，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祂里面，你要相信。你

如果听了不相信，对你毫无作用，毫无影响。 

你如果要经历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的话，你必须要“本于信，

以至于信。”从头相信一直到底，都是这样相信，信到底，开始也

信，信到底。 

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相信，当然我们是信神的话，信圣经，

圣经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这样相信。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相

信圣经所说的圣灵；我们相信所说的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祂

把圣灵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你的生命，你的人际关系，行事为人；无论你在教会中的服侍；在

家庭里面，跟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你在职场上，你作事情，你作买

卖，你就是与众不同。 

我以前，我没有全职服事以前，我是在新闻界，多半的时间在

台湾，在香港也有好几年，后来就来到美国了。跟我在一起同事的，

跟我在一起采访新闻的，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他们都知道我不一样，

好像我这个脑袋上面有“基督徒”三个字。比如他们要是喝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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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什么事，他们不会找我的，或者我们一起在同桌上吃饭的时候，

他们敬酒，倒酒，他们到了我这儿就越过去了，不一样。这是我们

信耶稣的人就是应该是这样。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内

在生活”，就是基督从我们的里面这样活出来。哦！我们必须要这

样的相信。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 20节，刚才我们还没有读，现在来

读一读，这节的经文可以说对我的影响最深，为什么呢？因为好多

年前，那个时候，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信主已经十几年了，差不

多有十三四年了，我也很热心，我相当地投入，我也很多的摆上，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的话，我白天上班，我下了班，我就是上教会，

到一个地步几乎家都不管了，孩子都交给我的师母了。后来，我看

见我就不对了，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不能不顾家。可是那个

时候，到后来就很疲惫了，（待续）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接上文）成为重担了。起先蛮热心的，觉得很有兴趣，什么查经，

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可是到了后来，因为灵里面枯干了。灵里

枯干，你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再就是觉得比较

累了，很勉强了。这个教会的服事，先是责任不得不去，然后变成

重担，然后就是压力很苦，越来越苦；我是到这样一个地步。哎呀，

我就发现说：我一定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也

请教了我们教会的一些传道人，一些作领袖的，可是他们都不能解

决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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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那一天我就请假，没有上班。

我就准备一整天，我准备在那里祷告，就是求问神，好像跟神在这

里要办一个交涉。“主啊，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如果祢要是不解

决我的问题的话，那我也许以后就不去教会了，我就算了。我怎么

信耶稣信得后来那么累？那么苦？不快乐？”所以我就在那一天，

从早一直到傍晚，我不作别的，大概也没有吃饭，就一直在那里祷

告、读经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最后，神就是给我这一句话，

《加拉太书》二章 20 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

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经文我都会背，我也很熟，

好像我也讲过。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在教会里头有时也讲道，也领

敬拜，也讲道。但是里面不快乐，虽然我得到了这句话，我还是不

明白，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继续的再寻求，以后就从台湾搬到

香港去住了。好几年了，经过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我跟我的师母抱着一个好奇的心，去了一个我们

的教会可以说最反对的一个灵恩派的教会，在香港。因为我们听说

了一些，在他们中间有什么神迹奇事，这些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因

为听了很久了。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师母两个人一起祷告，而且

我们去的时候，是偷偷的去的，没有参加自己教会的聚会，跑到那

里去了。结果，就在那天晚上，也不是刻意的去追求什么是圣灵充

满，就在那一天晚上，我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好像知道我从哪

来的，聚会完了就把我们留下。聚完会他们会用了一点夜点，也邀

请我一块，然后我们就祷告。我一开口祷告的时候，我的师母马上

就说了方言。哦，我就觉得，哇！圣灵在作工。结果这一群人包括

其中的一个领袖，他们就过来围绕着我，就给我按手祷告：“哦，



JMI      2020     春    周六    周 MS 

 18 / 24 

 

主啊，把圣灵也浇灌他。”就在那天晚上，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

时间不够了。我就在那天晚上，在我没有刻意的寻求，是神怜悯我，

祂就将祂的圣灵浇灌在我身上。你知道吗？那天晚上，当然，我也

说了方言，也祷告，流了很多眼泪。可是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最

大的得着是什么？就是耶稣的显现！我在灵里面，好像看到：耶稣

就站在我面前。我都不需要睁开眼睛，我知道那是主，我知道那是

主。好像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哩亚海边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

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那个约翰他知道，是主！约翰就告诉彼得：

“是主。”我里面就是这样，是主，是主站在我的面前。你知道，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流，然后我就祷告，我就愿意，

“主啊，我把我的一切都要给祢。”我真的，我一一点都奉献，那

一次奉献的很彻底，不但我自己，包括：我的职业，我的家庭，妻

子儿女，我通通能够点出来的，我都通通都奉献给主。甚至于我感

受到：如果主，祢要我把我的心就这样挖出来给祢，我都愿意，掏

出来给祢！为什么！耶稣站在我的面前。我乃是生平第一次感觉到，

那个耶稣的显现是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大的力量！所以，当一个

人遇见主，不是在外面，是在灵里面，在灵的感受里面，在信心的

里面。在特别的一种感受，一种 sense，不一定是个 feeling 感觉，

乃是灵觉、意识，主就站在我的面前。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圣

灵的宝贵！我才明白，主，为什么要差遣保惠师来，祂说那些话：

“等不多时，世人不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

（约 16:16）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哦。主啊！真的，我真是等不多

时，我见到了主。 

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一样了，我就大大不一样了。

我的信仰变了，我的人生观变了，价值观变了。尤其是对《加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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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第二章第 20 节，我就开始进入到这一节经文的经历当中。那个

时候我就开始相信，我这个肉体必须要和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我就

那个时候就开始操练相信，在信心中相信与基督同死。保罗说：

“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与祂同活。”（参提后 2:11）我

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必和祂一同得荣耀（参彼前 4:13）。

那些经文到了后来，就慢慢的体验到了，成为我的经历了。另外就

是不靠自己了，我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加 2:20）昨天不是说了嘛，我刚刚得着圣灵的时候，头

三个月我好像就在云上，因为真的是什么都不要，只要耶稣基督。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领会这些

话，主就活在我的里面。 

那当然这个话是五十五年前的事情，一直到今天，那更是这样。

现在真是越老越觉得需要靠主，越不是自己在活了。连喘一口气，

能够作一点点事都是要靠主，就是祂活在我的里面。哈利路亚！我

所作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祂作在我的里面。 

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也就是他所活出来的福音；这也应

该是我们每个人所相信的福音。那我们这些传道人，我相信在线上，

有许多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都是传道人，都是牧师，这应该是我们

所传的。我们自己所信，所活出来的，就应该是我们所传的。这样

你就知道，哦，那么真实。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要按着恩膏

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所以讲到这里，最后一个跟随圣灵是什么意思呢？这跟随圣灵

就是领受恩膏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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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我们翻到《约翰壹书》二章 27 节，这一节经文比较长，告诉

我们好几个点，我们要注意一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

们心里，” 

第一点、你们要知道，这圣灵是从主来的。那一天我没有寻求，

我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去参加这样一个所谓圣灵充满的聚会。神祂

怜悯我，祂知道，从我开始寻求，到我得着有八年的时间。我摸索

了至少有八年的时间，从 1957年开始到 1965 年，我记得很清楚。

神终于给了我，我没有放弃，这八年我一直都在寻求、都在等候。

所以，这恩膏是从主来的，圣灵是神所赐的，是父神所应许的，是

神自己要将祂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用圣灵施洗是耶稣作的，用

水施洗是人所作的。我们要记得。 

第二点、“是常存在你们心里。”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就

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要住在我们里面，祂

叫我们也住在祂的里面。 

第三点、“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

你们。”我们有了这圣灵，祂就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所说的

跟随圣灵，你如果留心，在好多事上（也许很小的事上），祂都会

告诉你，祂会给你有感觉，祂不是像我们说话这么清楚，祂会给你

有感觉。圣灵说话，我们所谓要听圣灵的声音，不是像听人的声音。

什么叫作圣灵的声音？最主要的就是给你有感动，给你有感觉，在

你说话不对的时候，祂马上让你感觉到不对，感谢神，祂只跟你说：

“不对了。”或者说：“你不要说了。”因为有时候你说一个人，

你在那一直说一直说，可是你的里面一直感觉到：不要再说了，越

说越不舒服。那就是圣灵跟你说：“不要再说了。”你有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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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的肠胃会跟我们说话的，有时候我们肚子饿了，是不是

我们就找东西吃？那个肠胃告诉你：“我饿了。”是不是？我们里

面有什么动作，我们都会有感觉的。到了时候你要吃，你要喝，口

干了，那就是口会跟你说：“我干了，需要水。”肚子饿了，肠胃

就说：“我饿了，你要给我东西吃。”还有，你吃饱了，你还要上

茅厕，你会有感觉的，到时候你就会到厕所去。是谁叫你去的？你

的肠胃！你的大肠在蠕动了叫你去。 

所以，平常没有感觉，对不对？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祂是一直都教导我们，你如果要是留心的话，祂真的在

凡事上会教导我们，你就慢慢会觉得真的不需要人来教导，自有主

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我们。 

然后，“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信，你不要去分析：

我这个感觉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我来的？你的肠胃饿的时候、口

干的时候，或者你心跳快的时候，你要不要分析啊？你知道是怎么

回事，有问题了，它说话了，你都知道。 

那么，下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

里面。”我们怎么主在主里面呢？我们住在主里面不是一种感觉，

不是说你在灵修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你感觉主的同在非常甜美，

那个时候你就住在主里面了，当然，你与主的连结，与主有很好的

交通。 

什么叫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你持续地停留在主里面，

就是一直领受恩膏的教训，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跟随圣灵，也就是

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天天都在跟随圣灵，这就是住在主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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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特别的感觉，你没有感觉，但你顺服圣灵也是住在主里面，

你听到主的话了，主的声音了你这样去作，这就是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一个顺服主的人，一

个顺服圣灵的人，就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一个与主连结的

人。你看，约翰的教导多么宝贵，这就是他的经历。 

最后一节我要给你读的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 10-13节，非

常的宝贵。这一段完全讲到保罗怎么样活在基督的里面，因此而满

足了，什么都不需要了。我只读一节，第 13 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

量的，凡事都能行。”这是住在他里面的圣灵，活在他里面的基督，

他靠着住在他里面的基督，因为他知道住在他里面的基督，一直加

力量给他，一直赐能力给他，因此，他凡事都能行，他什么都能做

得到。你读他的书信的教导那么多，他给教会的教导，给教会的造

就，超过其他的使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得着的多，他经历的多。

他对基督不单是启示，对基督的经历也多，经历到一个地步，他说

在基督里面有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他才说：“我原来在众圣徒当

中我比最小的还要小，然而神还怜悯我，因着祂的恩典叫我把基督

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参弗 3:8） 

你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看见他所认识的

基督，总结的一句话，他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参西 3：11） 

而我们讲的内在生活就是基督。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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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话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最后有几分钟时间来一起来

祷告，再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赞美主！你如果是在凡事上跟随圣灵

的话，到有一天你也能够跟保罗一样的说：“我靠着圣灵给我的力

量，我凡事都能行，什么都能作。”赞美主！一起来祷告，赞美主，

赞美主！ 

再唱《祂是我一切》，用信心唱，用信心来领受，当你唱这个

短歌的时候你就用信心来接受圣灵，接受基督、在圣灵中的基督，

哈利路亚！ 

唱诗：《祂是我一切》。 

举起双手，在信心中来这样的领受，你不一定是口里说出圣灵，

你就是在领受祂，就是在领受圣灵，就是在领受这位受膏者。 

唱诗：《祂是我一切》。（充满我，主！祂是我力量。） 

要用信心唱，要用信心来接受，你信，你就得着，这义是本于

信，以至于信。 

唱“祂是我的满足。”你缺少能力，你就唱“祂是我的能力，”

你感觉到自己不足、不够，你就唱“祂是我的满足”，“祂是我的

足够”，你就是这样宣告，就在这信心当中。我再说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而活。” 

唱诗：《祂是我一切》。 

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也不是凭感觉，乃是凭信心，乃是

凭信心！赞美主！祂是我所需，我所需要的需。 

唱诗：《祂是我所需》《祂是我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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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个人这样唱的时候，你越唱你越想唱，要记得，你就不要停，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神更多地充满你，祂的爱、祂的灵在更多地充满

你，你就可以一直这样唱，直等到你觉得够了，不要唱了，那你就

不要唱。 

最后我们唱“祂是我至宝”，以基督为我们的至宝。 

唱诗：《祂是我至宝》。 

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求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

的赏赐给我们线上的每一位的同学，让我们真知道，惟有祢是我们

的满足、是我们的至宝；叫我们真知道，我们认识祢就是得着宇宙

的至宝。主啊，但愿祢藉着祢的圣灵更多将祢自己、祢的宝贵、祢

的可爱、祢的全足、全丰、全有能够更多的启示在祢的儿女们，每

一位的同学的里面。主啊，求主不要停止，一直的在作。谢谢祢今

天，主啊，给我们的带领。求祢的同在一直地与我们每一位同学，

无论是睡着，是醒着都让他们感觉到，祢在他们的里面，祢在他们

的身旁，祢在看顾他们，祢在保守他们。尤其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过

去的时候，主啊，提醒他们：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天天与我们同

在的那是耶和华！祂使我们出入都平安！哦！主啊，从今时直到永

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各位再见了。晚安。明天赐给你们有美好的一个聚会。复

活节！感谢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