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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圣灵与恩膏的教训(一)   周 6-2020-4-4 

第一部分   00:00-00:30 

常常预备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来上课，不但是用耳朵，要记

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因为你要听神的声音，听圣灵的声音，不

是用耳朵，是用心灵的。好像我们吃饭是用口，看东西是用眼睛，

你要跟上帝说话，那就得用心灵！赞美主！ 

我今天开始的时候，介绍一首诗歌给大家，这首诗歌是我看到

所有的诗歌当中讲到圣灵的，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首诗歌。这个

诗歌原来好像是德文，后来翻译成英文，从英文又翻译成中文。这

个诗歌的题目叫作《神圣的膏抹》（holy anointed），神圣的恩膏，

就是讲到圣灵。 

我就稍微跟你们分享，一共有七节，我也许只是选两三节跟你

们有一点分享，就是介绍这首诗歌给你们。它的副歌我们通常是会

背的，我们在聚会中常常唱，它的副歌就是一个祷告。它的副歌

说： 

“来，神圣膏抹！”就是欢迎圣灵来，特别在聚会中。“来，神圣

膏抹”，圣灵的恩膏，祂来触摸我们，感动我们，充满我们，浇灌我

们，这都是祂用圣灵来膏我们的意思。 

“管治并运行”，圣灵来，祂不是单单像水浇在我们的身上，

不！祂是要来管理我们的，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聚会中、生活

中，甚至在家庭里，祂都会运行。所谓“运行”就是祂会作工，祂会

与我们同在。 

“直到祢的同在充满我全人”，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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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灵”，要记得。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耶稣说的。记在哪

里？是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24 节：“神就是灵。”还有使徒保

罗，他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说“主就是那灵”，就是那圣灵，这句话

在哪里？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 17 节。 

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最好你都有圣经的根据。你就知道我们

所讲的圣灵，就是圣经所讲的圣灵，不要听人讲，千万不要！不要

相信那些劝你“不要追求圣灵充满”，“不要跟灵恩有接触”，“不要跟

那些被圣灵充满的有来往”……我告诉你，这一类的话，也许是出于

好意，可是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听。要听谁的话呢？你要听圣经

的话！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我们许多时候犯一个错误，就

是我们听人的话反而超过了听神的话，我们对人的话，相信的程度

是超过相信圣经神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出问题的地方。现在我们必

须要来学习，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听神的话，就是看神怎么说。 

这首诗歌，它就是讲到圣灵，一开始它是说“主用喜乐的油来膏

我的头，终日喜笑满口。”一个被圣灵所膏抹、被圣灵所充满的人，

第一个表现、第一个感受就是很喜乐，因为神与他/她同在。他/她说

信了耶稣，以前他/她信的只是历史上的耶稣、2000 年前的耶稣、

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好像今天，有的基督徒喜欢挂一个十字架

项链，或者是家里面什么图画，挂一个十字架，那是一个死的东

西。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的耶稣，祂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祂

之所以从死里复活，就是证明祂是真神，祂是生命的主！这个世界

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说哪个教主复活了，他们所

信的都是死的。我们所信的耶稣，祂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有太多

的证据。所以，圣经所记载耶稣的事迹，几千年来，你想科学那么

发达，无论是考古的、研究的，无论是哪一类科学，如果祂是假

的、假造的，早就被人推翻了，这是经过了多少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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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就必须要亲身地来感受，不是光

听了，或者是你看了，你就那么相信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因

为耶稣祂是复活的主，所以你被祂的灵所充满、所触摸的时候，你

一定会有感觉的。所以最普通、最容易让人感觉到的就是快乐，还

有平安。耶稣告诉我们，在圣经所记载的，这些都是在圣灵里面我

们才能够经历到，也就是只有当圣灵来膏抹我们、浇灌充满我们的

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而这种平安和喜乐，乃是在圣灵中的平

安，是在主里面的平安，在圣灵里中的喜乐。在圣灵之外的喜乐是

很短暂的，很快的就过去了，痛苦反而倒是时间很长的。但是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是一直都是很喜乐的。这是第一节的意思。 

第二节，就说“救恩泉源近在咫尺，奇妙，奇妙，恍如梦境”。

说这个人，他/她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她就忽然发现，那个复活的

主，祂就是生命的泉源，祂就在我的里面！所以耶稣说：“你们如果

喝我所赐的水......”（参约 4:14）祂说的这个水不是我们平常所喝的

水，他所说的水，乃是代表生命的水流、生命的水源、生命的泉

源。你如果领受了，你接受的话，这个水在你们的里面要成为泉

源，一直要涌到永生。这个话在哪里？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所以她就发现这个

救恩的泉源、生命的泉源就在眼前。圣经也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就

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参罗 10:8 上) 

我自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觉得主一直在我的里面。有时候

我眼睛一闭，哦，主的同在就来了；有时候我很简单的就喊一句：

“主啊，我感谢祢！”祂就在我里面，好像就在我的口里一样，如同

空气一样那么实在。虽然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我们一分一秒都离

不了空气，我们一直都是活在空气的里面，而且，空气也是一直在

我们的里面。同样的道理，圣灵来了，圣经也是说了：神把祂的灵

赐给我们，就是为了祂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祂的里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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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17,20） 

等会儿我还要再讲“跟随圣灵”，“为什么我们要跟随圣灵？”因为

圣灵就是神的另外的一个“身位”。耶稣是上帝在肉身里面的一个化

身；圣灵是上帝在祂本质的里面、祂本体的里面，因为祂就是灵，

祂本身就是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参林后 3:17）我们说跟随主，就是跟随主的灵。复活的主祂在天

上，我们怎么跟随祂呢？乃是祂把祂的灵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跟随

祂的灵，祂的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但可以充满、浇灌我们，

祂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照着圣经的说法：“祂在凡事上会教训我

们。”（参约壹 2:27）等一下我要跟你们一起来查考圣经。 

第五节，“神圣的膏抹”。圣灵来是什么意思呢？第五节所说：

“天上嘉宾，翩然莅临，启发爱主之心；耶稣荣面，忽然显现，吸引

我来亲近。”圣灵的来，就是要显示耶稣，就是要启示耶稣，就是把

复活的主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把那位是灵的神，（可以说）落实

在我们的里面、实化在我们里面。平时我们也看不见、摸不到，我

们所看到的乃是一些物质界的东西，但是因为神是灵，我们怎么知

道祂是那么又真又实在呢？就是圣灵来了，我们就知道，好像“天上

的贵宾驾临”的意思。并且“启发我们爱主的心”，意思说：圣灵来，

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才知道，祂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是 2000 年（前的），祂实在是上帝的化身，是神“道成肉身”。圣经

说，这是一个“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

现，”（参提前 3:16）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灵来，祂就会启发我

们，使我们能够开始明白、认识祂。 

许多人看了我所写的那一本《启动内在生命之钥》，如果在现场

的同学有的人你还没有这本书，还没有看，我鼓励你们要去看。还

有，你选的这一季的课程，讲到“跟随圣灵”、有“圣灵的管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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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有追求、比较深的一些基督徒所学的功课。假如你虽然信了

主，可是你还没有跟圣灵发生关系，你还不知道圣灵就是耶稣，你

以前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天父、耶稣基督，但是（尤其）你在一个

教会里面，他从来不讲圣灵，也避免讲圣灵，或者是很少的提到圣

灵，也许只是在祷告祝福的时候提一提圣灵，你对圣灵根本就完全

是陌生的，我相信今天在线上，会有这样的同学。 

所以，等一会我就要跟你们多查几处的圣经，不能单单跟你们

讲，如果单单讲，你们也不知道“这个根据（在）哪里？”“从哪里

来？”“这么说我怎么样才相信？”所以，你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你

要知道：圣经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根据！不是人说了，不是这个牧师

说了，那个牧师说了，不管他是多么有名的牧师，我们必须要来看

圣经是不是这么说？只有圣经说的才算数！如果不是圣经里面所说

的，再有名的牧师，再多的人跟他，你都不要相信。因为你不是相

信人，你是相信神；你跟从的不是人，乃是圣灵，乃是耶稣基督复

活之主的灵。你知道吗？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是在跟谁？若跟人会

跟错的，但是你跟圣灵，尤其是你跟随圣经，照着圣经来跟随圣灵

的话，你永远不会错！你要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九十来岁的老人，

我信主七十年，我在学习跟随圣灵也有五十几年了，这是我的经验

之谈。我到现在就是，越走越荣耀，越走越喜乐，越跟的话，那个

平安、满足感、富足感，说不出来的那种的无穷的喜乐，真是都在

我的里面。 

所以这个诗歌每一节唱完了，它副歌说：“来，神圣膏抹，运行

并管治，直到祢的同在充满我的全人。” “祢的同在充满我的全人”的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完全被圣灵来占有、来管理的意思。所以

圣灵的充满，它不是一次的经历。有的人说：“三年前我就被圣灵充

满”，“我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忘记了。圣

灵充满它是一个从入门，然后（从进升）要进步，不断地进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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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呢？就好像你上学，从幼稚园开始，你刚进了幼稚园，圣灵充

满有刚开始的圣灵充满；然后又有小学的，还有中学的、初中的、

高中的；然后还有大学的，还有研究院的；你有了博士，还有博士

后的。 

所以圣灵充满，一般人他不明白圣经所说的“圣灵的充满”，他

只是领会就是说方言、说预言，然后又是做异梦、异象，有的人还

觉得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要倒地，或者是其他什么过电的感觉……

这些都是（可以说）他以他个人、自己的反应和感受，来取代了圣

经所说的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那是差天地之别！ 

我今天，这样跟你们有一个初步的介绍。圣灵充满开始觉得很

好，好像小孩子尝了一点甜的，吃一点糖，这个很好。可是，这是

小孩子尝一点的喜乐，还要长大！还要受教育！还有好多他要学习

的，好多他不明白的。我们对圣灵充满或者是进入神的国，要学习

的太多了！你不要说神、天上的国（天国），就是地上的国，也不要

说那么多国家了，就一个国家就够你学的了。一个国家，你就单讲

中国，5000 多年的历史，你要去研究中国，你说要花多少时间？你

一辈子、一生的时间拿来研究，也研究不完。当然，你要是讲到天

国的话，那是更丰富了。我就那么稍微这样比喻一下。 

这个副歌它就是说，“来，神圣膏抹，管治并运行，直到祢的同

在充满我的全人”这种是比较更深的、圣灵充满的祷告，更深地来求

神。这个不是普通的说方言，甚至于哭啊、抖啊，不是这些，那是

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 

赞美主，让我们就是这样预备我们的心。 

今天我要跟你们多查考一点的圣经，我总觉得我们对圣灵还是

不够认识。如果你不认识圣灵，你怎么跟随祂？或者说你不知道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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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是谁，你怎么跟随祂？我们就是从人的这方面来说，你要跟一个

人，你要知道他是谁？这个人值得你跟吗？还是要多去了解，我们

对圣灵更是需要。尤其弟兄姐妹，也许多年你是在一个传统的教会

里面信主的、受洗的、受教的，可能你对圣灵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也许你听到的可能都是负面的，都是人的一些意见、成见。你要知

道，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他不讲圣灵，有时候排斥、抵

挡，他不知不觉的得罪了圣灵，亵渎了圣灵。圣经主耶稣讲的：“有

一种罪是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的，那就是亵渎圣灵的罪。”（参太

12:31-32）亵渎圣灵。 

什么叫作“亵渎圣灵”？就是把圣灵当作邪灵，好像当初有的人

把耶稣祂是靠着圣灵（赶鬼），可是他们说耶稣的身上是被鬼附的，

这是亵渎圣灵。这个罪真的像耶稣说的：“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

所以，我们对于圣灵的一些评论，不要随便的说话。主耶稣说：“人

说话干犯人子的，这个罪还可得赦免，干犯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

的。”（参路 12:10）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好，我们现在一起打开圣经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

要对圣灵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认识。要打下一个比较相当稳固的基

础的话，我建议你（当然全本圣经太多了），我只是建议圣经基本上

你就是读《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你要把这三章的圣经

（多看几遍），太丰富了！我已经是读了几十年了，我觉得里面还有

东西。我建议你就是多看几遍，你有时间的话就多看《约翰福音》

十四、十五、十六章。 

耶稣讲到圣灵、圣灵来了以后怎样跟我们的关系。当然现在圣

灵已经来了，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所以有的地方

祂说：“我先把这些圣灵的事先告诉你们，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你

们就知道了。”（参约 14:29）果然，我这几十年来实在经历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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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句句都是很实在的。 

另外，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叫《圣灵》，在国内出版叫作《圣

灵》，在台湾它是上、下两本书，叫作《认识圣灵》和《跟随圣

灵》，如果你能够花一些时间，三章圣经是一个基础。《圣灵》那本

书，它引的圣经比较多，也可以说重点都是在讲《约翰福音》，《约

翰福音》所讲到的圣灵、为什么要圣灵？因为《约翰福音》它是讲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祂的里面。”（参约

1:1,4）《约翰福音》就是讲到生命之道，太初就有的这一位神，他

就是讲圣灵，讲了很多很多。当然，他也讲父，也讲子，他也用其

他的比喻：像“活水”，像“天上的粮食”，“死人复活”，“生命”，他是

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来讲到这一位耶稣基督复活的主。还有，我请

大家都要记得：虽然我一直讲“圣灵”，我讲的就是“主的灵”，就是

“耶稣基督的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祂自己。 

 

第二部分    00:30-01:00 

你要知道，我们常常说三位一体的神，对不对？你说天父也是

神，你说神的儿子、救主也是神，你说圣灵也是神，祂是三位一

体，祂就是这一位的神。神只有一位，没有许多位。鬼是有许多，

神却只有一位，要记得。 

所以，每一次我提到圣灵，我就是提到复活的主。圣灵在你的

里面，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或者说主在你的里面。保罗说：“主就

是那灵。”（参林后 3:17 上）在你里面的灵就是主。约翰他说：我

们怎么知道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的呢？因为祂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祂

把祂的灵赐给我们，我们才知道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

面。（参约 14:16-17）所以，你就是在观念上（认识）。比如，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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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耶和华，我讲到耶稣，我不是讲两个神，我讲的是一个神；照样

的，我讲到圣灵，讲到基督，我不是讲两个神，我是讲一位神。清

楚吗？我希望你在观念当中领受的时候，你这样就知道。 

所以，当我们讲到“跟随圣灵”，就是跟随主。主的灵在我们的

里面，我们就跟随主。我有时候不得已，只好这样的比方，比如

说：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灵魂。当我们讲到

某某人的时候，这个人是包括他的身体，是吧？他的灵魂，或者他

的灵、他的魂、他的体，对吧？这个人是一个人？还是三个人？你

不能说他是三个人。人，他也是三部分：灵、魂、体；神对我们来

说——父，子，圣灵，是一位。这些观念上，因为我们在传统的教

会里，只提到父神，只提到主耶稣，因为少提圣灵，或者说从来不

提到圣灵，所以，我们就把圣灵分开了。好像一个人，你不能只接

受他的身体，不接受他的灵魂。那不是很可怕吗？一个人他只有身

体，没有灵魂，这是什么人？这是死人，这不是活人。我们的神乃

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先这样，把这个观念上（调整），能够有一个正

确的这样的观念。 

所以当我们说跟随圣灵的时候，要记得：我们就是跟随主。你

要说跟随耶稣可以不可呢？当然可以，但是，比较具体的：因为你

要是真的是照圣经说法，那复活的耶稣祂今天在天上，你跟随的这

个耶稣，复活是复活了，祂在天上，你怎么跟随祂？乃是跟随祂的

灵。祂把祂的灵赐给我们，就是祂与我们同在。祂要住在我们的里

面，要我们也住在祂的里面，好叫我们跟祂能够有一个生命上的连

结，我们就可以跟随祂。这个连结，主耶稣祂曾经用葡萄树跟枝子

来比喻。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今天我来跟你们读的，乃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必须

要从圣经里面来说。我因为想到今年的网校一定有很多新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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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今年第一次上我们的课。其实我们这个网校的课，好像都是

满深的，不是初级班的。可是也有一些新生，可能过去很少听到圣

灵，也许有的人就从来没有听到过，所以我必须要从基本上、要从

圣经里面来这样跟大家讲。你上我们的课，就好像很多的同学，他

说：上过我们的课以后，他许多的观念都被调整了。他过去所领受

的，因为跟圣经所说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不对。如果不是圣经

所说的，那就是不对，就是不能接受，要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圣经它有一个功用就是使我们归正，使我们改正错误的。所以，不

要怕改，因为我们谁都愿意做的对、信的对，是不是？没有一个人

愿意是错的、走错路的。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16 节，我要先读这一段，然后

我还会读到其它的地方。这一段是很主要的，可以说耶稣讲到圣灵

的教训的一个基础、一个主干。16 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

你们一位保惠师，”小字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或作训慰师；下同”。

每一次提到保惠师，祂也有训慰师的意思在里面。“叫祂永远与你们

同在。”这个保惠师、训慰师是谁呢？“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

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参约 14:16-17 上） 

“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世人，不

是说非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在内，就是没有认识圣灵的、没有得着

圣灵的，也包括在这里面，他们不能接受。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传统

的教会，他不讲圣灵？或者排斥不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看不见圣灵，也不认识圣灵。反倒听了一些灵恩方面的一些负面的

事情，导致他们对圣灵，还有所谓的“灵恩”，就有了成见。有些人

的成见深到一个地步，你不要提圣灵，你如果要是提圣灵，你就是

“灵恩派”。我想到这里就觉得，哎呀！好可惜，这种对圣灵的不认

识。因为看不见，也不认识祂。但是有一班人，主说：“你们却认识

祂，因为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这是指着已经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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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已经有圣灵，甚至于进入到圣灵的同在，还有圣灵的内住

了。这是指的这一班人所说的。 

18 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

的时候，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

要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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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约 14:18-20）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第一、圣灵是谁？ 

第二、圣灵来了作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第三、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这一位的圣

灵，或者说祂们不能分开。 

你提到圣灵的时候，就会提到父和子和圣灵，就是讲到这一位

神。耶稣一句话，祂就是包括所有，祂说：“神就是灵。”天父是什

么？是神。救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吗？祂是神吗？是神。圣灵是神

吗？当然是神。是不是？所以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了，我在

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参约 14:20）意思就

是说：当圣灵来了以后（但是我必须要说清楚，圣灵来了以后），

不是所有的人，都领受了圣灵。 

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说（是）教会的

一个诞生，大约有 120 个人。还有其他的犹太人，他们在观望，他

们没有领受。正如今天也是这样，圣灵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说：

“我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珥 2:28）这是神要作的一件事。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说不接受、拒绝，或者说排

斥圣灵。当然，这样的人，他不懂得什么叫作“圣灵的内住”、“神的

同在”，什么“三位一体的神都在我们的里面”？ 

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多次的提到：“人有了父就有子，

有了子就有父。”（约一 2:23）你有了圣灵，你父、子、圣灵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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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少人有这么个说法。但是我必须要（说）在耶稣（是）这么

说法，第一个这么说的是耶稣。在哪里呢？就是《约翰福音》十四

章 20 节，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了。”没有领受圣灵，没有在圣

灵里面经历比较够深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呢？祂说

“领受了圣灵”。而且，他要相信耶稣所说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

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意思说——我们领受了

圣灵。许多人以为“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就是得能力了，我传福

音得能力了；圣灵充满我就可以得恩赐了；我也可以给人祷告，给

病人祷告；我也可以一起奉主的名赶鬼，这是我得到了圣灵。但是

他不知道，他得着了圣灵，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在他里面了，

进到他里面了！ 

我有看到好多的见证，他们来上网校以后，我讲到圣灵他们都

领受。我每一次无论是上课或者是讲道，最后我总是有几分钟，我

要带大家一起要来领受圣灵。有的人就领受了，他就发现——噢，

基督就活在他里面，他就不一样了，这个人好像活过来了！所以有

的人就说：我要来追求这个“内在生活”，因为内在生活救了我的

命；有的人还说救了我的家；救了我的服侍；救了我们的教会。其

实不是“内在生活”这个名词救了他，乃是圣灵来，复活的主来了救

了他。因为我们只有一位救主，要记得：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今

天在圣灵中的！ 

主耶稣跟约翰，他们讲话都是很一致的。比如主耶稣祂说：“祂

要到父那里去，”祂说：“父比我更大。”这句话在哪里呢？“如果你们

要是爱我的话，你们就一定是很喜乐。”这个是在十四章 28 节，或

者我们把 28 节也读一读：“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就是前面不是

说了吗，圣灵要怎么样来？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的里面。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会知道。”（参约 14:20）祂说：“这些话我都跟你们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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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约 14:25）28 节说：“我跟你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

们若爱我，就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 4 节那里，他说：“那在我们

里面的。”就是耶稣所说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他

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个“大”，我们要领

会。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一点，因为英文就是 great，我们说一个人

“伟大”就是 great，不是 small big 那个 big 。big 是大小,这个是伟大

的意思。 

耶稣说这个话，很有意思，我跟你们解释：耶稣在这里所讲的

这个“保惠师”，实际上你要是深入的去了解，祂就是讲“祂在圣灵的

身位中再来”。祂要去了，祂现在因为十四章一开始，耶稣就对门徒

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难过，我去……”（参约 14:1-2）那个

时候他们都知道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这一段的话，据说是在耶稣

最后一次跟门徒们的晚餐，跟他们所说的最后一些教导，或者是最

重要的话。他们都难过了，知道主要离开，要去钉十字架了。可是

他们没有听到主说：“祂第三天要复活。”他们不晓得这么多，只听

到前面，没有听到后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读经也是这样，我们

只读到前面一段，没有读到后面。 

我们读经，你要记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上下文要连起来，

不要单单取一段、取一节的圣经。我今天读这么一段，是因为节省

时间，如果我们要是查经，有一两个小时的话，那我就必须，也许

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起，要讲“圣灵”就比较完全。但是我

写的那本书《认识圣灵》就是这样，所以我建议你去看，那个比较

有一点系统，比较完整。现在我们因为有这个专题的讲课，我们就

必须要把焦点放在这一点上——跟随圣灵。首先我们要问圣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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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然后我们再跟随，那我们怎么样来跟随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月

所要讲的。 

我希望你一面去看那本书，然后一面你再上课来听，这样，我

相信你得着的就比较会更多。其实，我讲这些，如果你要是留心听

的话，你就能够经历神。我写的《启动生命之钥》第一本书就是

《经历神的捷径》，也可以说经历神的捷径就是从圣灵充满开始，

从领受圣灵开始。因为我昨天说了很多关于“真理的圣灵”，你从圣

灵看，因为你领受圣灵，你的信仰就开始真实化了，不再单单只是

停留在理性和知识的里面，乃是要具体化、或者是生活化了，你就

开始这样进入了。所以，我讲的跟随圣灵，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说，也可以起一个题目叫作“经历神——如何的来经历神？” 

你怎么样经历神？——跟随圣灵，没有别的路，跟随圣灵就是

经历神。可是我们要认识“神就是灵”，以前我们不知道圣灵就是

神，现在我们要来认识这位圣灵，怎么来跟随祂？耶稣祂在这里讲

的，我首先要指出来的就是，你要注意，耶稣祂不是说：“圣灵就是

我。”不是这样。祂就在圣灵里面，因为祂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祂是

“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父，祂也没有否认父，祂现在讲的是圣灵

的这一部分，当然都是讲这一位神。比如祂说：“我与父原为一。”

（参约 10:30）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那里说：“我与父原为一。”

现在再加上圣灵，祂们当然父、子、圣灵原为一，祂是指的没有问

题，你可以从字里行间里面听出来，祂讲“圣灵来”就是讲到祂自

己。 

祂讲的“保惠师”，或者是“训慰师”，就是讲到祂在另外一个身位

的里面来。在肉身里面，对这些门徒来说，耶稣当然是夫子，是他

们的师傅，是他们的夫子。他们是跟着祂来学习的，耶稣就是一直

这样教训他们。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圣经常说，耶稣常常就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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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他们，在山上、在野地里什么地方，开口就教训他们。可是那

个时候，耶稣只能在肉身里面，现在祂讲的、教训的只是在肉身里

面。但是祂要去了，所以祂就讲到，祂不是去了就去了，祂说：“只

是我还要再来。”（参约 14:18）但是，祂就用“保惠师”这个名词来

介绍，祂如何地在圣灵中来，成为他们的保惠师，成为他们的训慰

师。“保惠师”的意思很简单，按照这个字面，中文的翻译可以说是

最好的。 

你们大概都知道圣经的原文，新约是希腊文，旧约是希伯来

文。现在已经翻译成 2500 多种的文字，我们中文是其中很主要的

一种。中文的翻译，关于“保惠师”，我觉得是翻译的最好的。据我

所参考的一些英文的翻译，英文有好多种的翻译，都不如这个中文

翻得比较达意，把里面的意思都翻出来了。中文的翻译很简单，这

一位圣灵来，祂是来保护我们，祂是施恩惠给我们，祂是我们的师

傅，我们常说圣灵是最好的老师。祂不仅是最好的老师，祂也是施

恩的主。 

我们怎么经历神的恩典呢？我们常常说：“主啊，祢向我们施

恩！”祂怎么施呢？就是圣灵来，把神的恩典作在我们身上。什么是

神的恩典？就是白白得的。什么是神的恩典？就是人做不到的，只

有神才能作，只有神祂白白地来为我们作的。因为我们不配，所以

祂为我们作，祂使得我们能够作，祂赏赐给我们的这些都包含在“神

的恩典”这个意思的里面。圣灵来，就是要这样的来把神的恩典作在

我们的身上，而且祂也要保护我们。 

祂怎样保护我们？当然，祂是掌管万有的，祂会兴起环境来，

祂会在我们的里面。要记得，圣灵对我们来说祂是内住的圣灵，祂

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祂不会走的。中文在小字里头就加上，说是“训

慰师”，“训慰师”很简单，就是教训我们的。这就是《约翰一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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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 27 节所说的：“恩膏要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耶稣在 26 节，

祂就是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祂要叫一

切的事情要指教你们。”（参约 14:26）这就是约翰所说的“在凡事上

教训我们”。 

保惠师也是训慰师，祂不仅是教训我们，在凡事上教导。你要

开始学习跟随圣灵的话，你就慢慢的，就会知道确实祂会在凡事

上、每一件事上，祂会教训我们。别人看不到的，别人不知道的，

连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问题，圣灵保惠师来了，让我们就知道了。

比如我们很多人就说：“哎呀，我现在被神带到光中，看到我自己多

么骄傲、多么自私、还有嫉妒，里面还有些苦毒……”这些都是训慰

师所作的，都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作的。你如果没有圣灵，你没

有领受这位保惠师、训慰师，这些事你不会知道，就像世人一样。 

世人，一般的世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圣经的描述就是

说：“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他说：“我们从前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

中的。”（参弗 2:1）他说的这个“死”，就说我们对罪没有感觉了。我

们作了坏事，人作了坏事，他没有感觉，是没有良心了。这个是我

们平常说：他不觉得那是罪，他不觉得那是错。比如世界上“撒

谎”，这个太普通了，人不觉得这是错，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头这是

一个罪。这些，训慰师来了祂都会教训我们。 

耶稣（在）17 节，祂就说：“这训慰师、保惠师是谁啊？就是

真理的圣灵。”（参约 14:17）祂为什么要加上“真理的圣灵”？昨天

我已经说过了，这一位圣灵才是真的，祂来了，祂所告诉你的是真

的。祂常常把我们带到光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就是我们的

原形，（待续）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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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文）我们的真实的光景。因为圣灵来，就是真的。还

有，你一旦领受了圣灵以后，如果你再撒谎，你里面就有感觉了。

不像从前，从前你撒谎（是）家常便饭，你觉得你还很聪明，骗了

多少人。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骗人，你不可能骗神。还有，圣

灵在你的里面，祂就会告诉你：你在骗人，你在撒谎；或者你说话

说了不该说的；伤害别人你不该这么说；你不要说人的坏话……没

有人告诉你，但是圣灵在里面祂会告诉你。这都是“训慰师”、“保惠

师”所包含这个意思在里面。 

但是真理的圣灵，就是祂是把我们从“假的”要作成“真的”，把我

们从虚假里面要带进真实的里面，这就是我昨天所说的，十六章 13

节（约翰福音）。耶稣说的：“真理的圣灵来，祂引导你们要明白一

切的真理。”而且要“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参约 16:13）这个等

下也许我们再看看。 

我再说下去，衪说：“世人不能够接受，是因为不见衪，也不认

识衪。”我不是刚才已经说了吗？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他反对圣灵？

或者说他不接受圣灵？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为什么呢？最主要的

原因，我想有两个：当然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因为人对于看不见的事，总是比较难接受。 

因为我们是一个活在物质世界里头的人，我们这个人身体也是

属物质的身体，虽然有灵魂，我们还是在属物质的身体里面，被约

束在物质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看法和想法，还脱不了物质的观

念。看不见，所以就觉得很抽象。哦，你灵魂看得见看不见？看不

见。灵魂抽象不抽象？一点都不抽象。如果人若死了，就是灵魂离

开他的身子了，每一个人都有灵魂。还有，空气看得见看不见？你

看不见。有没有？当然有。还有现在流行的冠状病毒，你看得见

吗？看不见。可是，人人都相信。现在美国政府机构也建议人民都

要戴口罩，因为美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东方人、亚洲人才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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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现在因为要防止流行病毒的传染，所以，我们在德州有一个

城，他限制得很严，如果你出门不戴口罩，要罚款的。有一个人说

被罚了 1000 美金，因为他没有戴口罩。（这个事好像我这样叉出

去）我讲到这个病毒你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必须要有显微镜是

不是？圣灵你看得见吗？看不见。我怎么知道呢？我们的显微镜是

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如果接受圣灵，我们用心来听神的

声音，我们就能听见了；我们如果用心来瞻仰祂的荣美，圣灵就将

耶稣，祂的可爱和美丽就会显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属灵的

显微镜，平常看不见。 

认识圣灵就是认识神。你不认识圣灵，你就不认识神，因为你

就在圣灵里面。圣灵就是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照明人心中的

眼睛的。” 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 17 节的话，保罗为以弗所教

会的祷告，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照明你们心中

的眼睛。”让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里面的属灵的显微镜显给你看，

我们看到自己，不但看到自己的本相，而且看到圣灵会将耶稣的荣

美启示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爱祂，就是很自然会更

多的要来爱祂。 

祂说：“你们却认识祂，因为祂常与你们同在，又在你们里

面。”（参约 14:17）感谢主，很多网校的学员，我们这个网校到现

在应该有三四年吧？今年报名的人比往年都比较多，所以我就想，

也许有的人可能是初初听到关于圣灵的真理，我就不能不再从基本

上再跟大家这样来说。 

接下去，“也要在你们里面”，就是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

面，这是我常说的。我们这些受了圣灵的人，要记得：每一次聚

会，主说：“无论在哪里，你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那里，我就在你

们中间。”（参太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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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主的名”，刚才有一节经文，我现在给你们有点解释，我

觉得很有意思。那就是 26 节，25 节那里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

候，就把这些事情跟你们说了。”26 节就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

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为什么主耶稣把圣灵

跟祂的名字连起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圣灵”跟“主耶稣的

名”，“圣灵的来”是跟“主耶稣的名字”有关系的。主耶稣告诉我们

说，圣灵的来是因着祂的名，“是因着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这是

什么意思？每一次我们提到了耶稣的时候，你要记得，当然祂是升

天的，祂有在肉身来过的，祂是我们的救主，这都没有问题。但是

祂的名字还有“基督”，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就是衪领受

了神的恩膏，神的圣灵。 

还有，祂的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

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吗，

祂差来的保惠师就是圣灵要祂永远与你们同在。祂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的里面。这是耶稣的名字。换一句话说：耶稣的名字是

跟圣灵连在一起的；耶稣的名字，祂不是一个空的名字；耶稣的名

字背后祂那个实质、内容，还有祂那个后盾就是圣灵。 

所以我刚才说，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就是讲到主、讲到耶稣、

或者是基督。你要是这样的领会，这个就是对圣灵有更深一层的认

识。不是单单得能力、得恩赐，不是！耶稣的名，我们奉“主的名”

的时候，要记得，衪就包含着圣灵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你要是按字面

来说的话，“无论在哪里聚会，祢都在我们中间。可是主啊，祢在天

上，我们都知道祢复活升天，祢怎么又在我们中间呢？”——圣灵。

圣灵怎么来的？是因耶稣的名字而来的。叫人知道耶稣的名字，不

是一个空的名字，乃是有实际的。祂的实际、祂的内容、祂的后盾

就是圣灵，就是神祂自己。 



JMI   2020   春   周六   周牧师 

 20 / 23 

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说：门徒们奉我的名，鬼就出去。他如果奉

耶稣的名，圣灵就作工；圣灵到哪里，魔鬼必须要退。耶稣不是说

嘛，祂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认为祂是靠着鬼王别

西卜赶鬼。祂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来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

们了。”（太 12:28）这句话有双重的意思：一个，耶稣赶鬼是靠着

神的灵，正如今天，门徒奉耶稣的名赶鬼是靠着圣灵赶牠，不是人

赶牠。你奉耶稣的名，父就差遣圣灵来作工。另外一种的意思就

是：神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说：圣灵在哪里作主掌权，神的国就降

临在那里。而我们跟随圣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会带下神的国

来。你什么时候跟随圣灵，就是说，你照着圣灵的意思来做，不是

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圣灵的管治我以后再讲。）你接受圣灵的管

治，圣灵能够管理你，管理你的心思、意念，管理你的口舌，我告

诉你，神的国就藉着你临到这个地上，至少临到在你的身上。这是

这么样的重要。这是我解释的第 26 节。 

我在没有说 28 节之前先说一说 19 节，这两个有连带关系。耶

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

着，你们也要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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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4:19-20）我们不能停留在 19 节，

必须要把 20 节读完了，我们才能够领会。你看祂说话，字里行间里

头，主所说的圣灵保惠师就是祂，就是现在在肉身里面的神。或者

说父在祂的里面，圣灵在祂的里面。祂说：“不多时候，世人不再见

我，你们还要再见我。”祂讲这些话的时候，当时门徒不明白，他们

不了解。十六章那里门徒们听到主说：“还有不多时，你们就不再见

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门徒听到耶稣说的话就彼此问

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前面都已经说了，只是这些话他

们都没有听进去。“圣灵要来，保惠师要来。祂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我就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的里面，你们就知道了。可是那一天

没有来，你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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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节很奇妙，很少人注意这一点。我要请你特别的注意 28 节

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保惠师要来怎样怎样），这里

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前面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

不再见我，你们还要见我。”祂是在讲保惠师，换句话说，祂是在保

惠师的这个身份的里面祂来了，不是在肉身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肉身

里面的身份来，乃是在保惠师，是在真理的圣灵里面来。也是来与

他们同在，也住在他们里面的。这里又跟他们说：“我去还要到你们

这里来。”我去是肉身，我在肉身里我去了；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是保惠师，是在圣灵的里面还要再来。你要注意这个翻译，这个中

文不容易翻译，你们念了英文的人都知道，英文有文法，有未来

时、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英文这句话翻译的是“现在进行

时”，英文的翻译很简单：“ I'm  going away, I'm coming back to 

you.”其实很亲切的话。“I'm going away, I'm coming back to you.”都

是讲 I am。前面的 I am 去，是在肉身里的耶稣，后面这个 Coming 

back 是指在圣灵里面的。但英文是现在进行时，我去了，我也来

了，它都是现在进行时。因为在神没有过去、将来，祂看千年如一

日，一日如千年，神永远是今天的神。所以我再说，我们信的耶稣

不是历史上的耶稣，祂是今天的耶稣、复活的耶稣。 I'm going 

away, I'm coming back .你要如果有时间，你多花点时间来默想。这

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去，我现在就要来。用我们人的话来说，因

为在圣灵里面，即使是在肉体里面，祂死了，第三天祂就复活了。

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也可以说祂又回来了，又到你们这里来。 

更重要的是前面 19 节说的：“我要在你们的里面，你们要在我

的里面。”祂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祂的意思就是说：“我复

活以后，我要活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也要活在我的里面。靠我复活

的大能！”哎呀！我告诉你们，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你信的耶

稣必须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怎么样才能有这样的经历呢？——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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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接受圣灵、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跟随圣灵，你就能够经历这位

又真又活的神。 

好吧！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赞美主！还有几分钟。哈利路

亚！预备心，赞美主，我相信圣灵在你们里面已经作了工了。预备

心，一起，你能够站起来就最好，这样站起来，举起手来，哈利路

亚！赞美主，赞美主耶稣！ 

很可惜，到了最后，总是有些人先离开了，可能因为在亚洲你

们时间太晚了。但是最后这几分钟，要知道常常好酒都是在后面

的。哈利路亚！一起站起来，举起双手来领受。噢，哈利路亚！耶

稣已经来了，就是那圣灵中的耶稣已经来了！刚才我介绍的那首诗

歌，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你唱的时候就用信心来接受了，不要再等

着有人一定要给你来按手，不要，因为我相信恩膏已经在你们身上

了，已经降在你们中间了。你现在只要举起双手，像圣经所说的要

大大的张口，神说“我就要充满你们！”一起赞美主，举起双手来大

大张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唱诗《神圣膏抹》。 

哈利路亚！哦主耶稣，求祢在这时候，祢的灵就大大的来充满

我们每一位的同学。主啊，祢照着祢的应许，祢说大大张口的，祢

就大大的充满我们。Lord Jesus！主啊，祢照祢的应许，祢就在末

后的时代，祢要将祢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主啊，保惠师已经来

了，祢要我们接受、要受圣灵的洗，祢说约翰是用水洗，今天的牧

师们是用水施洗，主啊，但是祢来是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求主祢

现在就用圣灵来为每一位同学来施洗、来浇灌、来充满。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哦圣灵充满我，圣灵

充满我，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快乐的心来领

受圣灵充满，我们来唱《圣灵充满我》。 

唱诗《圣灵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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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愿祢灵常常的来膏抹我们每一

位的同学。主啊，尤其是初初来接触、来领受的，主啊，祢要让他

们特别感觉到祢的同在。也许从今天晚上开始祢让他们经历祢荣耀

的同在，让他们在圣灵中开始来经历祢的同在、祢的宝贵、祢的能

力，还有祢的可爱！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每一位的同学显现，好叫

我们被祢吸引，能够快跑来跟随祢，能够更多地来爱祢。主耶稣，

我们谢谢主耶稣今天在线上给我们的带领。主啊，保守我们的每一

位弟兄姊妹在祢的同在中，求主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我们，在这些

日子不受到任何病菌的感染。谢谢祢！我们这样的祷告、祝福，乃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