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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圣灵与恩膏的教训（三） 周 6-2020-4-18 

第一部分    00:00-00:30 

欢迎每位同学，已经上线的，还有的人还在陆陆续续地上线。

我们已经上线的人，还是先有一点安静，回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要与主连结。 

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只要是在“主的名”里，

是为主的缘故，也就是在主的同在中，就立刻想到：祂就在我们当

中，祂已经与我们同在了。这个信心的操练，你要是继续地这样操

练，每一次聚会你都感觉到主与我们同在。 

祂的话不是说的很清楚吗？“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

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参太 18:20）你无论在哪

里，现在主就在你们中间了。圣经所说的“中间”，不仅是外面的，

也是里面的，因为圣灵祂不受空间的限制，祂在我们里面，也在我

们外面。哈利路亚！正如空气一样，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外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主同在的

认识、还有感受，慢慢我们习惯了，我们就很自然地就活在信心

里，如同我们呼吸空气那么自然一样。赞美主！ 

稍息有一点的安静，进入主的同在，更深地进入主的同在。这

个时候最好什么都不要想，越专心越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

时候都转向耶稣——在我们里面的主。哈利路亚！ 

唱诗《耶稣，最爱救主》：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祢比拟； 

祢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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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祢比拟； 

祢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祢，主。 

圣经说：“这道（即太初就有的道，就是主耶稣）离你们不远，

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参罗 10:8）每一次我一开口，一

唱诗，就觉得主就在我的口里，就在我的心里，祂离我们是那么的

近。圣经不仅在《罗马书》（刚才我所引的《罗马书》第十章），在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保罗他也说：神离我们不远，祂不住

人手所造的殿，祂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祂就在我们的里面。

祂跟我们近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我们的动作、气息，就是我们呼

吸、动作，都在乎祂，祂就在我们的里面。（参徒 17:24,27-28）我

们要这样的相信，因为圣经是这么说，我们就应该这么信。赞美

主！哈利路亚！ 

唱诗《亲近主》： 

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 

在人生孤单日子中，靠近主，我一生路。 

靠近主是我们一生要走的道路。赞美主！哈利路亚！ 

平常我们都忙忙碌碌的，当我们来聚会以后，就是来到主面

前，更贴切地说，就是来到主面前，我们都应该要安息下来。我们

的心，只有安息在主里面，才能够得着安息。赞美主！照样的，神

祂所安息的所在，也是在人的心里。在什么样的人心里呢？乃是在

那忧伤痛悔、因着祂的话而恐惧战兢的，这样的人是神乐意同在

的，也是神所安息、所在的地方。 

因祂的话语，不但是爱慕、敬畏祂的话语，高举祂的话语，圣

经上有一个地方，神说：“祂看中祂的话过于祂自己。”祂的话就是

祂自己。我们如果爱神，我们一定会爱祂的话。如果我们要追求真

理、爱真理，我们一定要爱神，因为神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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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说吗？“祢的道就是真理。” 而这个真

理是叫我们成圣的，祂的道就是生命之道，也就是赐人生命的圣

灵，这都分不开的。 

我们（在物质里）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活在一个物质的身

体里面，我们有许多的看法都是带着物质的观念，把它一、二、三

分得那么清楚，有的时候要把神的道也拿来分得很清楚一、二、

三、四……在主里面不能分那么清楚，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

之内，你怎么分？祂是一切，祂是我们的一切，我们需要什么，祂

就是什么！ 

在旧约第一次神提到祂的名字，就是向摩西——祂差遣摩西要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要带出来，摩西就问神说：“如果祢的百姓要问‘是

谁差你来的？’，那我怎么说呢？”神说：“你就告诉他，那位自有永

有的差你来的。”（参出 3:13-14） “自有永有” 这是中文的翻译，英

文的翻译是“I am that I am”，“我是那所是的”。祂的意思：你要什么

我就是什么。你要生命，我就是生命；你要能力，我就是能力；你

要智慧，我就是智慧；你要食物，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你要

复活，我就是复活；你要生命，我就是生命；这样一位的神就是我

们所信的“自有永有”。在旧约时叫“耶和华”，在新约时叫“耶稣”，或

是“基督”，就是这样一位的神。但是，祂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

救主，是神的儿子，祂又是圣灵，神就是灵。我们讲到“跟随圣灵、

受圣灵的管治”，我觉得我们对圣灵还是好像认识的不够清楚。 

提到圣灵，很多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在内，都有一些不同的观

念、不同的认识。有很多的教会，他不讲圣灵，他避免或者甚至于

有点排斥，那就不在话下了。但是，讲圣灵的人就把圣灵要么当作

恩赐、当作能力，或者是说方言、说预言、异梦异象，这些都是圣

灵，叫作“灵恩”，（一般人叫作“灵恩”）。但是，很少人想到圣灵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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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像主耶稣所说的“神就是灵”（参约 4:24），圣灵就是神，神就是

灵。祂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可是因为人对圣

灵的观念，就是有不同的观点，所以不知不觉地把圣灵就分开了，

甚至于放在一边不要了，不讲了。哎呀，你看，我不知道，这是在

真理上不知道犯了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很少人讲到像保罗所说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

就得以自由。”（参林后 3:17）主就是那灵。他的意思是说：圣灵就

是主，主就是圣灵；神就是灵，圣灵就是神，神就是圣灵。祂是圣

者，当然祂的灵是圣灵。在旧约里，神另外一个称呼就是“以色列的

圣者”。在新约里，主耶稣有另外一个称呼叫“义者”，也是“圣者”。

当然神都是神圣的，所以祂的灵也是神圣的。 

《罗马书》第一章第一次提到圣灵，他介绍这个福音的内容就

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关乎到神的儿子。他说：“按照肉身说，

祂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他说：“按照圣善的灵说，祂是从死里

复活的，祂是神的儿子。”（参罗 1:3-4）“圣善的灵”，英文的翻译

“the Spirit of Holiness”，平常我们说圣灵，我们对于那个“Holy”，英

文叫作“Holy Spirit”，对这个“圣”字，“神圣”（的）感觉不够。圣灵圣

灵，好像我们说得很平常，祂是神圣的灵！The Spirit of Holiness！ 

当我们讲到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特别要认识，祂是

生命的灵!刚才我也提到，保罗他讲到“主就是那灵”，我们先来看哥

林多后书第三章。 

昨天我在周五的这堂课里面，跟各位同学看了《以弗所书》，我

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六章。很快地用这种浏览式的、走马观花的方

式，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圣灵祂的角色；还有主耶稣祂来到地

上，祂的使命、祂的托付；然后（是）圣灵的托付；计划的就是父

神——就是神。一讲到父的时候，祂是源头，一切都是从祂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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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到我们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教会，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拣选了： 

是在哪里拣选的？ 

——是在耶稣基督里拣选的。 

祂拣选我们作什么？ 

——祂要把在基督里面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祂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就是讲到神的旨意、神对教会的旨意、创世以前祂所定的旨

意。然后我就讲到神的旨意：首先在耶稣的身上得以成全了，得以

成就了；然后主耶稣完成了，祂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说“成

了”，就是说父神差遣祂来到世界上祂的使命。 

神的旨意要耶稣在地上所完成的，我想基本上： 

第一、祂是救赎人类，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 

第二、祂是要把神的心意，就是神所要的那个人，神所救赎回

来的这些罪人，最后要成什么样子？——耶稣就是榜样，耶稣就是

我们的模型。 

怎么样罪解决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以

说都解决了，主作成的救恩也都完成了。这个救恩怎么样能够在我

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来享受？ 

还有，耶稣祂来到地上，救赎人类，救赎罪人，还是可以说是

消极方面的。积极方面的乃是把神的样式、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就

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 3 节说的：“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荣耀所

发的光辉，祂是神本体的真像。” 

耶稣来到地上最重要的、真正积极的，就是把神的样式显明在

人中间，不仅是把神祂的性情、祂的荣美、祂的荣耀彰显出来，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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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要是从灵里面、在圣灵的启示中来读

圣经、来认识主的话，你就看到主耶稣是全然可爱、全然美丽的，

真的是无暇无疵，没有一点皱纹、玷污的，祂是这样完全！祂是无

瑕疵的羔羊！这是《彼得前书》里这样的一个形容。（参彼前

1:19）那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祂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罗马书》一开始介绍祂就是神的儿

子。可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祂讲到祂自己时，多次提到祂是

“人子”，为什么祂提到“人子”？这个“人子”专指祂的，在英文圣经里

的翻译，“人子”——人子的“子”，那个“Son”的“S”是大写的，“人”也

是大写的，“Man”的那个“M”，就是专门指祂。这个“人子”，这个“人”

是代表人类， “人子”是代表神所要的那个人类、模型、样式就是像

耶稣这样。而神所救赎回来的罪人，称他们为儿女，就是要把他们

作成像祂的儿子一样。 

昨天我有读了《罗马书》第八章，那里神说到：祂预先所知道

的，就预先定下这些人——就是你我——祂所拣选的、祂所招来

的，就预先定下要效法祂儿子的模样。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 29

节的话，（不知道你们）昨天，我有说你们把这些经文最好都记下

来，如果昨天也听过课的话，我们就知道，我说你们回去，最好自

己再查看。 

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你们多数基督徒都是靠听道，很少人是

靠查经，自己去查考圣经，我告诉你，这里面有相当的差距！在你

所信仰的真理上面，真理的准确性、真理的纯正性，有很大的差

距。 

所以圣经才提到，在《使徒行传》里提到有一个地方的人，他

就是特别，叫作“庇哩亚”，那个地方的人特别，他们不但是听了

道，而且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要知道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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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道”是与不是。我想像庇哩亚这样一代的基督徒，我想像他们

这样的很少很少。我要在这里鼓励你们，你们听了道，不是就这样

领受了，要把那些经文记下来，要回去查考，要对证是与不是，是

不是这样？或者说讲的人，他加上他自己的意思；或者无形中，带

进了一些传统的神学的说法，而不是圣经的说法，圣经里面查不到

的。有一些传统的说法，最多也许只是一部分，或者是一句两句。

圣经里面你取一句的经文，可你把全本书那一章的经文你来领受，

那是不一样的。 

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是读一节，前后文就不管它，上下文很重

要！甚至于从头都要（读），我昨天为什么要把《以弗所书》，这一

卷要跟弟兄姐妹很快地这样查过呢？就是好让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一

个概念，完整的 picture，让我们知道圣灵的重要！我们跟随圣灵的

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跟随圣灵？因为主耶稣升天以后，神的工作完全

是由圣灵来接续或者是来执行的。换句话说，主耶稣所完成的救

恩，是圣灵来执行的、来实行的。Carry out，来落实在我们的身

上，我们要经历到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要进入、要享受，这实在是

个全备的救恩。《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说：“我们如果忽略这

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逃罪呢？”（参来 2:3）。这个“逃罪”就是

白白受苦。“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我们

查考圣经是让我们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要进入这个救恩，要来享受

这个救恩，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来带我们进入的。 

我常常引用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13 节，耶稣说：“直等真

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是圣灵

来带我们进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祂是真理的圣灵。什么是真

理的圣灵？祂不是一个道理，祂就是一个实际！祂就是一个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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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实际。理，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理论，理论之后还要

有实际，圣灵就是实际。或者说圣经是理论，圣灵是实际。 

我们为什么要跟随圣灵？好叫我们能够进入圣经真理的实际。

而圣经真理的实际，就是复活的主，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

祂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所谓信耶稣得永生，就

是这个道理。不是说我们信了永生就永远得救了，将来离开世界就

上天堂了，好像那是信耶稣。你把这个福音，不知道打了多少的折

扣！从千分的减少到差不多一分的。我们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得着

神——这位永生的神！“永生的神”英文是翻作“the living god”，这位

活的神！祂来，是叫我们活的，是叫我们得生命的。祂在哪里叫我

们得呢？在圣灵里！这就是我说我们要认识圣灵，是赐生命的灵。

刚才我有提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先来看，然后我们再看保罗在

《罗马书》怎么讲到圣灵。 

第三章第 6 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开始讲到哥林多教会，

就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刚才我讲到，在主耶稣身上所成就的，圣灵

来了以后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成就。耶稣如何是靠着是圣灵怀孕而生

的，照样我们也是从圣灵得以重生，也可以说是圣灵怀孕，是从圣

灵而生。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除了神生命之道以

外，然后就讲到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

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参约 1:13）就是从圣灵重生的。第三

章主耶稣讲到从圣灵重生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就说：是

圣灵来，要把祂作在耶稣身上的要完全作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

没有跟圣灵发生关系，那我们只能够在理性里面、在知识当中，跟

耶稣发生关系，没有办法进入祂那个实际。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哥林多的教会，他说：你们就是圣灵（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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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们是我们的介绍信，我们不需要有人写介绍信，你们就是介

绍（信），你们是谁写的？是圣灵写的。“是藉着我们来修成”，意思

说：是圣灵藉着我们来帮助你们，来造就你们，来栽培你们，也是

圣灵的工作。（参林后 3:1-3） 

神所赐给教会的各样恩赐，一般所说的五重恩赐都是圣灵所膏

抹、所差遣、所使用的，这些人都是在圣灵里面来服侍、来造就教

会、来成全圣徒，使得教会这样慢慢的成长。 

昨天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就很快的只是说

到建造教会，神使用祂的器皿或者一些执事、恩赐来造就祂的教

会，是圣灵的工作！ 

 

第二部分    00:30-01:00 

我只是这么样提了一下，但是，实际上造就我们的是圣灵。祂

是藉着人、藉着祂的话，来造就我们。要是细说的话，那里真是说

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我们的行为要

改，我们的言语要改；甚至于我们跟人际关系都要调整，夫妻关

系、父母儿女的关系，还有上司跟部下的关系……你看，如果细讲

的话，都是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些圣经的教

训，就是神的要求。这些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祂都活出来了，

都成为我们的榜样了：祂怎么样的孝敬父母，祂怎么样顺服神，怎

么样的跟随圣灵，祂的服侍……祂说，祂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

的，没有一句话是凭自己说的。祂的父，在祂里面的父，就是圣

灵，父神的灵，父怎么说，祂就怎么说；父怎么作，祂就照着这样

去作；是父藉着祂作的。（参约 5:19,12:49） 

今天，圣灵来了，在我们的里面也是一样的要带领。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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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需要这样成长。正如耶稣生下来祂是婴孩，祂也必须要成长。

虽然到了十二岁的时候，祂就以父的事为念，祂对神的事情就有负

担，而且对圣经是已经很熟了，祂能够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法

师、文士，所谓的圣经学者、教师，祂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谈论、辩

论了。但是，圣经《路加福音》记载说：“祂还是顺从祂的父母，跟

他们一起回去。”（参路 2:51）十二岁一直等到三十岁，父神才差遣

祂出来。你看，祂也要一样的，要被神来预备，要被神来造就。 

可是今天我看到，有的人好像圣经也满熟了，也能够讲道了，

对于神的事工也有负担，也希望能够帮助教会，所以就开始出去，

马上就带领聚会了，这样就出去作工了。耶稣没有这样，耶稣祂不

是不能，祂十二岁就能够在圣殿里去跟那些教法师可以辩论，为什

么呢？祂的时候还没有到。好像今天有的人，他的生命还很幼小，

没有到了成熟的阶段，他就出来要服侍。你以为他圣经熟了，他也

能够讲道，那些喜欢听道的人也很欣赏他，也很跟随他……这个不

是耶稣，耶稣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灵要来把我们一个一个地要作

成像耶稣这样。 

我还是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 6 节。他就讲到他怎么帮

助哥林多的教会，使哥林多教会成为圣灵所写的书信，就是神的见

证人，也是他们的见证人呢？第 6 节那里就是说：“祂叫我们能承当

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

死，精意是叫人活。”（参林后 3:6）特别注意小字：“精意”或作“圣

灵”。“精意或作圣灵”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它不是翻作“精意”，它是

翻作“圣灵”。因为这个“灵”（当然这在英文是大写的），这个灵就是

人的精神，叫人活的是人的那个精神。那么，叫我们要活出神的性

情，神的生命能力的话，那是圣灵。 

这里，他为什么说字句是叫人死呢？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研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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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道理或者甚至于圣经的真理，而离开了圣灵，把这个真理的圣灵

却是放在一边忽略的话，那么我们摸不到生命，因为只有圣灵是叫

人活的。这句话：“叫人活的是精意”，另外一个翻译是“赐人生命的

是精意”。圣经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叫我们活起来呢？那就是我们

摸到圣经的精意了，或者说圣经的灵意，圣经里面真正的那个精

神。不光是字句，乃是祂那个精神，不是单单 letter，也是 Spirit，

那么叫人活的不是 letter，是 Spirit。我们所要的、所注重的，要记

得：必须要有的就是圣灵，就是精意！所以保罗说：“叫人活的乃是

圣灵”，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圣灵是赐生命的灵”。 

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中要跟随圣灵呢？好叫我们可以得生命，好

叫我们可以得能力，好叫我们可以得智慧。我们跟随圣灵的越多，

当然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就会得到的多。譬如，主耶稣祂

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参约 10:10）那

么我们要问说：我们怎么样得生命？怎么样能够得的更丰盛？一般

的人都以为说我们要多查考圣经，我们要查经。查经是很重要的，

好像追求“真理的圣灵”就不重要了，也不提了。不！这两者它不能

分开，它是连在一起的。神的话跟神的灵，你要是仔细的来读，你

要进入神的里面，它是分不开的。就像主耶稣祂说的：“我跟你们讲

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参约 6:63）神的话如果在圣灵里面来

读，就是灵，就是生命。所谓生命是叫人得生命，是叫人活的。所

以保罗在这里说：“叫人活的乃是圣灵。”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

命。 

可是，一般人把那个（圣灵）好像（忽略了），当然读经是不可

缺少的，我常常的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在圣经上要下功夫！但是，我

为什么讲圣灵讲的多一点？因为被太多的人所忽略了。认识圣灵的

人太少了，太少了。所以，神许多的应许、福份、该享受的、该进

入的，都没有进入，都漏掉了，那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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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晚，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现在快快的来补上！我讲《圣

灵》就好像是给大家补课，我不是单单讲一些圣经里有关圣灵的真

理，我讲的乃是要怎么进入？怎么经历？我讲的不仅是真理的圣

灵，或者是圣灵的真理，乃是圣灵的经历。 

我们要进入这个经历，怎么样进入呢？那就要从领受圣灵开

始，就是从“受圣灵的洗”开始。在我们的网校里面好多弟兄和姐

妹，以前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很少听到圣灵，（更）不要说受圣灵。可

是来上课以后，我几乎每一次上网课，我总是有一点时间带弟兄姐

妹来领受圣灵。有的人就这样，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

圣灵充满了；有的人听我讲讲，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也就很自然

的说方言；有的人看我的书，就不知不觉的被圣灵充满了，甚至于

方言也出来了，好像情不自禁的就是这样说出来……那都是圣灵的

工作，因为你一信，祂就来！ 

你知道吗？因为圣灵是父神所应许给祂儿女的灵。所以，使徒

们、还有耶稣提到圣灵，常常用“应许的灵”——父神所应许的。在

《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前叫那些门徒们）祂复活升

天以前，叫门徒们等在耶路撒冷，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祂那

里圣灵都没有提，祂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跟你们说

过的。”（参徒 1:4 下）因为说了很多，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讲圣灵—

—所应许的，我们只要用信心来接受。 

今天当然讲完了，最后我们祷告时候，我还想有一点时间，要

来领受。其实我们都不需要追求，因为父神早已经应许要给我们。

祂不是说吗？“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参徒 2:17 上）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是神自己要作这件事。我

们只要接受，我们只要相信！当我们一旦听到了这个真理，我们只

要相信。 



JMI   2020   春   周六   周牧师 

 13 / 25 

我们现在这一届的课程，我讲的不是单单领受，是进一步了，

乃是要跟随，要跟随了！不但是跟随，而且要受圣灵的管治，要又

更深一点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领受，你怎么跟随？你连入门都没

有，你怎么跟随呢？所以我们一直讲，给弟兄姐妹要领受，要快快

地补上。你们今天在线上的同学，还没有领受的，要领受。最简单

的方式就是用信心来接受，就像那当初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决志祷

告的时候，就是这样。也许没什么特别感觉，你就是这样领受，用

信心领受。不是一次，乃是一直的领受，一有机会就领受。你自己

祷告的时候，你一想到你需要圣灵，你就可以举起双手，“主啊，充

满我！充满我！”主乐意，这是祂愿意作的事！祂何等愿意将祂的灵

赐给我们，来充满我们。 

昨天我有讲到，五旬节门徒们第一次那个充满，还有《以弗所

书》第五章第 18 节所讲的，保罗在建造教会过程当中那个充满，那

是不一样的。我昨天有讲过，也许昨天没有上课的人可能你没有听

到。我是说在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二章 4 节，那里所说“他们

都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要记得，那是第一次的，那是神的应许应

验在他们的身上。 

《以弗所书》第五章 18 节，保罗在那里说的：“你们不要醉

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地方的充满，跟《使

徒行传》二章 4 节的充满，原文的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那里

的充满是讲到教会的建造，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就讲到使

徒、先知、教师、传福音，就是成全圣徒，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

是讲到教会的建造，好使他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

五章讲到：“你们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是跟教会的建造有关

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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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的“跟随圣灵和圣灵的管治”，这个是和教会的建造是有

关系的。在我们个人身上，是我们个人灵命的建造、灵命的成长、

还有灵命的进深，是必须要走的这条路。就是你除了跟随圣灵，顺

服圣灵之外，我们的里面不可能有争战，因为圣灵祂是赐生命的

灵，祂就是生命的源头。 

我刚才要读的第三章后面我没有读，第 6 节我们刚才读了，然

后后面 17 节，保罗就说：“主就是那灵。”你要注意——“主就是那

灵”，这里说“那灵”是什么灵？就是第 6 节所说的：“灵是叫人活的，

精义是叫人活的。”那个“灵”英文是大写的“S”。“Spirit”那是指着圣灵

说的。但是，他那里说灵是叫人活的，他是用这个字句跟灵，“letter 

and Spirit”这样的来对比，但是那个灵是指着圣灵说的。 

所以，到了第 17 节，保罗就特别指出来，那个圣灵就是主，主

就是那个灵，那个圣灵。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

就得以自由。”这个“得以自由”，我们不要领会、局限在这个自由，

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自由的里面，好像我们自由了，我们要做什

么都可以了。那个自由乃是得生命！当然你得着生命你才能够活；

你有了生命，你才能够做这个，才能做那个;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

你什么都谈不到了。如果说我们让圣灵有地位，主的灵在哪里？这

个哪里，不是说祂就停在那里，特别是“作主”的意思。有一个英文

的翻译，我不晓得是看到过、还是听到过，我不记得了，它是说

到：“主的灵在哪里作主，那里就得以自由。”“Where the spirit is 

the lord,there is the freedom.”就是讲到：如果我们顺从圣灵，让圣

灵来作主、来掌权的话，我们就得生命，我们就得释放了。从肉体

得释放，从情欲里面、从个性里面、从脾气里面、从急燥里面、从

罪恶的捆绑、嗜好的捆绑……我们如果是注意里面的圣灵，这样顺

从圣灵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各方面，可以得到自由。就是得到生命

——赐生命的灵，我们得着祂的生命。还有，当我们这样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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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地就得到生命，主耶稣所说的

“就得到生命”。而且你多次的顺服，你就得的多。 

就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们跟随圣灵，我们的灵、我们的

灵觉会渐渐敏锐起来。因为我们跟随圣灵，或者说是顺从圣灵，我

们顺从一次，我们的灵里面敏锐度就增加一点；每一次的顺服，就

会增加一点敏锐度；你多次的顺服，我们里面的灵觉,就是对于圣灵

的感觉，就是会越来越敏锐。所以，敏锐到一个地步的话，我们就

知道：说话说错了，我们会有感觉的；我们想到不该想的，会有感

觉；我们眼睛看了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会有感觉；我们对于事

情的反应——急躁、生气，我们会有感觉的；凡是不应该有的情

况，我们里面都有感觉，灵越来越敏锐。那个敏锐就是对于圣灵的

感觉，就是圣灵的微小的声音。那不是一个声音，往往是一个感

觉、一个意念、一个不平安或者是平安，那些都是圣灵的声音——

我们所说要听圣灵的声音。 

那么，另外一种听圣灵的声音，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平常读

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圣灵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一节的

经文特别有感觉，特别地触动我们，感受，甚至于感动得流泪，那

个时候可以肯定的，是圣灵藉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圣灵说话的方式

是多方面的。 

所以（我们要跟），你如果要跟的话，你就慢慢的，当然到后

来就像耶稣一样的，你没有一句话是凭着自己说的，你没有一件事

情是凭着自己作的。如果这样跟下去的话，你的生命不仅是得到生

命的灵，而且你会得的更丰盛。《以弗所书》五章 18 节，保罗在那

里所说的“乃要被圣灵充满”，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更多的充满，

就是得的更丰盛。你要知道圣灵是无限量的！《约翰福音》三章 34

节那里说：“神赐圣灵给人是无限量的。”所以耶稣才说你要得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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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这个生命的灵是可以得的更丰盛。可是我们人太容易满意了，

得到一点点，我们就以为都得着了。我告诉你，即使你到了保罗那

个地步，保罗他说：“我不是说我都得着了，我都完全了，我乃是竭

力地追求。”（参腓 3:12） 

我们要得的更丰盛，我们就要更多跟随圣灵，当然要更多读圣

经。不要只读圣经，而没有跟随圣灵；也不要只是跟随圣灵，也不

读圣经，那就是会走偏的。因为圣灵的引导，要记得，永远是符合

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作者就是圣灵祂自己。所

以，祂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是跟圣经的原则、教训是一致的。所以

你不读圣经，有时候你走错了，你都不知道。像有的人刚刚才进入

了内在生活，开始学习跟随圣灵，他的圣经也不熟，也不知道他跟

的对和不对，他总以为这个是圣灵带领，我要听圣灵，我不要听

人，我不要听你们，我要跟随圣灵……这样很容易走极端，很容易

走偏。虽然你的心可能是好的，你是要绝对的顺从圣灵，但是因为

你圣经不熟，所以你会走偏，你就必须还需要有人告诉你，你还需

要听那一些属灵的前辈，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的，尤其圣经也熟，

经历也深，这样的人你不能不听他。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走偏，要

不然的话很可怕，要特别小心。 

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教导跟随圣灵，第八章讲了

很多很多，保罗在第八章的教导，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第七章，

你要是仔细读的话，第七章下一半，或者说第七章开始他就讲到，

我们凡事都要跟随圣灵。（你跟我翻到第七章，先打开第七章。）

第七章第 6 节，他就是讲到：我们已经从旧约的律法里得释放，我

们进入到新约圣灵的时代了。第 6 节他就讲：“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

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不是

说：“这个字句”——他是指着律法，律法是叫人死，是捆绑我们

的。他说我们已经跟律法脱离关系了，就好像死了一样的，现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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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新约时代，我们是跟圣灵有关系了。他说：“叫我们侍奉主要按

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你注意小字，他说“心灵”又翻

作“圣灵”，是按着圣灵的新样。（参罗 7:6）他这里开始讲怎么样靠

着圣灵来得胜，靠着圣灵来行事。他是从他自己的经历，就是怎么

样能够胜过罪恶。 

第七章接下去，他说他活在肉身里面，他如果靠自己的话，他

绝对不行。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愿

意行的恶，我倒去行；我愿意行的善，我却是作不到。”（参罗 7:18

下-19）他经过一段的挣扎，他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罪恶。所以，

他讲到律法的时候，无论是在《罗马书》前几章，三章、四章、五

章，然后又《加拉太书》很多讲到律法的时候，他的总结就是说：

人靠律法，没有办法称义。然后，他到了《罗马书》第十章第 4

节，他就把“律法的总结”就归到基督身上了。第十章第 4 节他说：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意思说，人要想做到律法上所要求的，那

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就是在圣灵里面，就

是在基督的灵里面，靠着基督才能够做到。 

所以，第七章就说：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以前那样子了，我们侍

奉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的行事为人，不能够再

照着旧约的律法了，乃是要照着圣灵，要依靠圣灵了。而圣灵带领

我们的都是新的样式，是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他讲到他怎么样在

罪恶上、在肉体的情欲与犯罪的事上得胜，靠自己，他失败了，他

只有靠圣灵。他发现在他的肉体里面，一样（待续）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接上文）在你我的肉体里面，他说：有一个犯罪的律，这个

律是不改变的，一个定律。人这个肉体就是犯罪，所以圣经把这个

“人”叫作“罪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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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要注意你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肉体”的时候，等一会

儿第八章，我们会读到保罗讲到体贴肉体、体贴圣灵。在《加拉太

书》也是讲到肉体，或者是讲到情欲，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把原

来的意思翻译出来了。英文它不是翻作“flesh”，“肉体”，它是翻作

“sinful nature”，是比较新的国际版的翻译。它把肉体的含义就说出

来，因为这个肉体已经败坏了。 

这个肉体，就是所谓的人性，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罪性？就是从

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中了撒但的诡计，受了古蛇的欺骗吃

了那个果子。吃那个果子，果子不是什么问题，是个原则，就是违

背神的话，不听神的话，而去听魔鬼的话了。那个就是善恶知识树

的原则，就是人堕落了，活在肉体里面了。所以神跟他们说：“这棵

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参创

2:17）这棵树当然现在我们找不到了，它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永

远都是这样的。什么时候我们违反神的话语，什么时候用我们的理

性来分别什么是是？是错？是他对？是我错？……什么时候我们这

样“论是非”的时候，要记得：你就在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祂说：

“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争执的时候，要讲是非的时候，我告诉

你，那带来的都是死亡，没有生命；叫你不快乐，伤感情，叫你生

气，那都是死亡。只有神的话，祂是生命树。神的话怎么说，我就

怎么相信，只有耶稣。耶稣是怎样？耶稣是从来不讲理。祂在彼拉

多的跟前受审问的时候，那些人造那些假见证来控告衪，这样、那

样……耶稣一句话都不说。因为祂是生命，祂不讲是非的。不要说

祂没有犯罪，什么是罪，祂都不知道，对祂来说“罪”毫无关系，那

是生命。神要我们领受的，就是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是不是？两

棵树，一棵生命树，一棵善恶知识树，神要我们得着的是生命树。 



JMI   2020   春   周六   周牧师 

 19 / 25 

今天照样的，神要带领我们走的是生命的道路。我们如果只是

追求一些知识，而没有追求赐生命的圣灵，恐怕我们也是难免会落

在这个是非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教教会，四分五裂，这

个派那个派……因为各人都坚持他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别人都

是不对的，也是落在善恶知识树的原则里面了，没有爱没有生命。

你如果是在生命里面，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保罗说：“在基

督里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甚至男女都不分，因为你们在基督里

面都合一了。”（参加 3:28）都是一个了，也只有说在圣灵里面。昨

天我有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

心。”（参弗 4:3）我们应该竭力地保守，只有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

够合一；或者说圣灵就是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就是

“一”，不可能有两个。这是跟随圣灵。 

我们再看第八章（罗马书），保罗讲到他得胜了，他怎么得胜

的？起先他挣扎得很苦，在第七章 24 节那里，他说：“我真是苦

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25 节，他就得到释放了：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 

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第八章第 2 节说的很清楚：“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得

到释放了，是从哪里？是从赐生命的圣灵，这个“赐生命的圣灵”，

这个生命里有一个律，这个律是一个不犯罪的律。我刚才说到主耶

稣，祂不但没有犯罪，祂根本不知道罪，祂是不知罪的。你得到了

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因为圣灵

是叫我们活的，祂叫我们活的这个能力，是个不犯罪的能力。基督

徒会犯罪吗？会犯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吗？可以不犯罪。你犯

罪，是因为你还没有跟随圣灵、顺从圣灵到一个地步，完全让祂来

带领你，把你的主权完全让给祂，你这个顺从还不够。当你完全把

自己交给圣灵的时候，祂就赐给你那种生命的大能，是无穷生命的



JMI   2020   春   周六   周牧师 

 20 / 25 

大能。这个大能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律”，他是靠着这个大能和这

个律，他脱离罪和死的律。因为这个罪会带来死亡，你脱离罪了当

然也会脱离死的律，所以他得到自由。 

这里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圣灵，祂是赐生命的灵，我们要得生

命。耶稣所说：“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参约

10:10 下）除了跟随圣灵，除了顺从圣灵之外，没有别的路。当然

我们必须要读圣经，我说过了，如果我们没有在灵里面，没有被圣

灵充满，我们圣经也读不懂，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和圣灵这样分开

了。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像主耶稣

所说的一样。 

所以，他这里就讲了，第 4 节你要注意——（第八章第 4 节）

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

上。”这个律法的义，就是律法的要求。律法是要求人做好，但是人

做不到。前面保罗讲到律法的时候，他就说：“律法是叫人知罪

的。”（参罗 3:20 下）律法是定人的罪，但是律法不能使人脱离

罪，使人脱离罪恶的乃是圣灵——赐生命的圣灵。所以，他就说：

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不顺从肉体了，我们只

顺从圣灵，我们只跟随圣灵了。你看，跟随圣灵到后来，一定就是

你犯的罪、犯的错误会越来越少。当然，你如果跟主的关系很深，

你如果对圣灵的经历很深很多年，到后来你就可以不犯罪了。可

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还是会继续犯错的，甚至会跌倒或者犯罪

都有可能。 

但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他告诉我们说：“我把这些话写

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倘若有人犯罪，”意思说还有可能人对神

的认识不够，对圣经不够熟，跟神的关系不够深，不懂得怎么样倚

靠圣灵，这样的人当然很可能要犯罪。他说：“如果有人犯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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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那就是主耶稣，祂为世人的罪，作了挽

回祭，不仅是为了我们的罪，乃是为全世界人的罪。”（参约一 2:1-

2）祂作了挽回祭，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回到主面前来悔改、认罪，

相信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跌倒了再爬起来，千万不要放

弃，不要灰心，你要知道神祂永远是会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什

么时候我们悔改，祂就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跌倒了就起来，犯了错

了马上认罪、悔改，多取用主的宝血。起来，再跟！因为圣灵祂一

直都在我们的里面，只有我们故意犯罪，圣经讲到：如果人故意犯

罪，一再地犯罪，就是说，活在罪恶的里面，圣经说这样的人就没

有赎罪祭了，那就是得不到神的赦免了。（参来 10:26）那也有可

能圣灵就不会再住在这样的人的里面。可是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还

有要记得：我们每一次的认罪和悔改，都是我们灵命的长进，都是

我们成圣的一步。 

你要知道圣经《罗马书》不仅是讲到因信称义，《罗马书》也

讲到因信成圣，那就是靠着圣灵。称义是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

赎，成圣乃是靠着神圣的灵。圣灵的工作，就是在乎我们跟随圣

灵。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顺从圣灵，你就超越律法，律法的要

求都在你身上成全了。 

下面讲到有两种的生活，一个人虽然他被圣灵充满了，他有可

能两种的生活，甚至于一个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有可能有两

种的生活。就好像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加拉太的教会，他们虽然都

被圣灵充满，后来都走偏了。哥林多的教会是活在肉体里面，是追

求恩赐和知识；加拉太教会，是回到律法里面，又想靠律法来称义

了，都离开了主耶稣的救恩，祂所完成的全备的救恩。加拉太人的

问题，是靠圣灵入门，要靠肉体来成全；哥林多的教会，是靠圣灵

入门，却还仍然活在肉体的里面，所以需要很多的教导。但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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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进步了，到了后来哥林多的教会，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

候，教会就长进了，就变了。 

我们再看第 5 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

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参罗 8:5）“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

个体贴，我们的领会，当然就是要照着圣灵的意思。这个体贴还有

个意思，就是常常要思想，你所想到的就是圣灵。换句话说，你所

想到的就是神住在你的里面，你怎么样神与你同在？你怎么样要讨

神的喜悦？你怎么样愿意越来越像耶稣？……这都是体贴圣灵，思

念圣灵，思想圣灵，要想达到神的心意。如果你是一个跟从圣灵的

人，因为圣灵会把神的心意启示在你的里面，圣灵会把耶稣基督的

形象、祂的荣美，能够启示在你的里面，使你产生了一种的渴慕、

一种的恋慕，这都包括这个体贴的意思里面。 

他告诉我们有两种结果，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

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参罗 8:6）你体贴圣灵，是因为你顺从圣

灵，你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你就要想：我怎么样才能够讨神的喜

悦？而且你处处在你的行事为人当中，你都很留心圣灵在你里面的

感动，还有带领。你如果是这样注意，你一直是顺从，就是跟随、

顺服的话，当然你的生命你不仅是得生命，而且你是得的越来越丰

盛。你的生命越丰富的时候，你里面的平安、平静安稳，你里面那

种笃定、那种安全感，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当你得生命得的更丰

盛的时候，你渐渐的有一种富足感，你觉得好像很满足了。这都是

随从圣灵所带来的，体贴圣灵所带来的。 

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两种结果，你体贴肉体，第 7 节说：“体贴肉

体就是与神为仇，你就成为神的敌人，因为你不服神的律法，也是

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参罗 8:7-8）我

刚才说过，这个肉体，英文翻作是“罪性”，“sinful nature”，你是一



JMI   2020   春   周六   周牧师 

 23 / 25 

个属 sinful nature 的一个人，就是什么都想着肉体上的一种需要，

要满足你肉体情欲的需要，这样的人，你不可能得神的喜悦。反

而，在神看来是祂的仇人，祂的敌人。 

第 9 节就讲到正面的了，讲到：“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就

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参罗 8:9）这个话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说：如果人要属灵不属肉体，你就是跟随圣灵，跟随在你里面神的

灵。他说：神的灵如果住在你们里面，这个“住”，是作主掌权的意

思，神的灵如果住在你们里面。换句话说：你如果让圣灵，在你里

面的圣灵来作主掌权，来带领你，来管理你的话，你就属灵，就不

属肉体了。我们平常对属灵的观念，不是这样的。圣经讲到这个属

灵人，他就是一个跟随圣灵。你跟随圣灵多，你就是一个属灵比较

多的人；你从来不跟随圣灵，当然你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不管你圣

经读的多少，你的知识多少，你随从肉体，你不随从圣灵，你这个

人就不属灵。我常常说：一个教会要属灵，除了跟随圣灵之外没有

别的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快快

地（讲）。 

第 12 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

肉体活着，”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让神的灵来作主、掌权的

话，我们就有能力。这个能力，他第 11 节就说了，这个能力是什么

能力？就是那一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是祂的能力！如果祂的

灵要住在你的里面，当然你这个软弱的身体就会变作刚强。第 11 节

最后一句他说：“如果祂的灵住在你们的里面，他们住在你心里的圣

灵使你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中文翻译有一点不太清楚，它

不是说你这个死了的人会叫你活过来，它不是说，这个必死的身体

应该是翻作必朽坏的身体，mortal body 必朽坏的。这是说你这个脆

弱的人、你这个软弱的人、最后这个会死亡的人，神的灵如果住在

你的里面了，当然祂能够叫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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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12 节他是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

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已经得着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那一位，祂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欠肉体的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非

要去靠着肉体来活，我们可以来顺从圣灵，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

的里面，而且神的灵是有大能的灵，这一位的神是叫耶稣从死里复

活的灵。 

而且主耶稣讲到圣灵要来的时候，祂就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

着。”保罗岂不是说吗？他说：“基督在你们的里面不是软弱的，乃

是有大能的。”我们信的不够、信的不足，所以有时候还有体贴肉

体，不体贴圣灵。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位的圣灵在你的里面，你相

信，那个能力就会临到你！你要在信心当中来倚靠这个能力，你就

可以不需要靠着肉体来活着。他说你靠着肉体一定是要死的，你要

靠着圣灵的话，圣灵的大能就能够治死你这个肉体的死刑，就是肉

体所带来的、所行出来的都是带到死亡。圣灵来了，就可以能够抵

消这些，他说你就必活着，因为圣灵会赐那个生命给你。 

然后第 14 节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这里讲到儿子，跟儿女是有差别的，儿子是长大成人的，儿子是比

较成熟的基督徒，因为他一直的顺从圣灵，一直的从圣灵那里得到

生命，得的很丰盛，他就越来越成熟了，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

子”，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了，要我们成为众子，耶稣是我

们的长子。 

你要再读下去的话，19 节那里就讲到：“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

候神的众子的显现。”这个“神的众子的显现”就是连一切受造之物他

们都在恳切地等候教会的成熟，基督徒你我因着不断地跟随圣灵，

活在灵里面，没有活在肉体的里面，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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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到了一个地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是

一切受造之物所切望、所等候的，那就是神的计划要完成。 

你看，我们这个跟随圣灵是多么的重要！我还是要建议你们把

我写的《认识圣灵》和《跟随圣灵》这两本书看，希望你们看了再

看，然后就去作，就去实行，将来我相信你的生命会越来越丰富。

因为单单靠这几堂的课，你所能够得着的是非常的有限，你必须要

自己花工夫，尤其那本书里面所运用的经文，你要好好的这样去查

考、去祷告，让圣灵带领你能够更深地进入。 

好，我想时间今天过了一点，这是我最后的这学期春季班最后

的一堂课，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是用两三分钟，我知道有的人可能

已经是下线了，因为要赶着回去，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主！让圣

灵来充满我，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哈利路亚！举起双手来领受，在

信心当中来领受，赞美主！赞美主！ 

主啊，这时候求祢用祢的圣灵再来浇灌、再来充满，尤其是还

没有五旬节圣灵这样经历的同学，主啊，祢今天、祢就在这时候，

将祢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都被祢的圣灵所充满，就像五旬

节那天那一百二十个人，没有一个是漏掉的。主啊，那些已经得着

的、被充满的，求主将以弗所五章 18 节的充满，那个更多的充满加

给他们，今天也作，天天都这样作。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次

祷告祢的时候，每一次等候祢的时候，主啊祢的灵就来浇灌、就来

充满他们，主啊，这样的信心加给我们！ 

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带领，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散去的时候，

仍然还在祢的圣灵中，在祢的圣灵的充满里，在祢的同在中。这样

能够晚上在亚洲的有好的睡眠，在北美的祢也与他们同在，明天赐

给他们有荣耀的聚会。即使在线上祢仍然可以充满我们，感谢赞美

祢！谢谢主今天的带领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