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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肉体、十字架  （二）    

2020-05-16 

第一部分    00:00-00:30 

家人们好，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同在膏抹！ 

在周爸爸写的《认识圣灵》这本书里面第五章，他讲到说，主

耶稣的救赎有两个部分，就是祂救赎的工作有两大部分：第一，就

是祂是神的羔羊，是来为我们赎罪的，是让我们可以得救的；第二

步，祂是神的儿子，是要来给信祂的人用圣灵与火来施洗的。最主

要是要建造祂的教会；要改变信徒的生命；是预备主的新妇。我们

只有接受这两步的工作，我们才是接受全备的救恩。就是说，假如

我们只是把主耶稣当作神的羔羊，为我们赎罪，然后我们接受祂作

救主，罪被祂洗净了，我们就说得救了。但是，其实主耶稣的工作

不只是这样，祂更重要的，就是要用圣灵跟火来为我们施洗。 

我们以前很多教会没有去提到这一步。但是，这一步其实对我

们信徒的成长、生命的改变、成熟，能够成为“耶稣的新妇”是非常

的重要！我们能够像耶稣，能够有祂的品格，都是要靠主耶稣用圣

灵跟火来为我们施洗。只有我们得到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而且

充满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

果子。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 22-23 节所讲的“仁爱、喜乐、和

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些，当然最大的、

最主要的就是爱，这些属灵的果子。 

但是，即使是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作这

些工作，让我们来结出祂的果子。我们要知道说，在我们的旧人当

中，在我们里边，我们信了主，算是领受了圣灵的，但是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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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边仍然有我们的旧人。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情欲，这个是跟圣灵

一直唱反调的；而且是阻挡圣灵的工作，不让祂来我们身上作工

的；它只想一直跟圣灵相争，老是自己想要活出来。这就是这个肉

体的表现、情欲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

19-21 节讲的：“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奸淫、污秽、邪荡、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

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而它在生活里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在

《十字架与己生命》这本小册子里面（也是周爸爸写的），《十字架

与己生命》第 9 页讲到说：“‘己生命’所包含的有自我、自私、自

义、骄傲、心思、恶念、情感、意志、野心、主见、意愿、喜好、

和肉体中的邪情私欲等等。”其实，我们要讲到它的具体表现可以在

很多方面，也包括我们常常有的“心怀不平、不服气、不甘心、不喜

乐”等等。我们只有在领受圣灵之后，被祂光照，认识到我们这个

“老我”、这个“己”是非常不好的，是我们长进的拦阻跟敌人。我们愿

意让圣灵来做，来把它做掉，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也让圣灵用

十字架的工作来破碎，圣灵才能够顺利在我们身上来动工，我们也

才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而一个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是不懂

得如何向己死。因为一个没有领受圣灵的人，不只习惯自己的

“己”，也就是我们的肉体跟情欲，甚至我们还常常会觉得那个“己”很

宝贝。像周爸爸所讲的，我们还会把它当偶像那样，很舍不得它。 

就如有些人，他的舌头不受管制，常常会出口伤人，但是他可

能会觉得自己是心直口快，性格耿直。一个不顺从圣灵的带领，常

常随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冲动，而去施舍或者是做些别的善事，

常常会受骗（现在很多的骗子）。假如我们没有来寻求圣灵的带领，

而是凭自己一时的冲动，继续做，就很容易受骗。但是这些人，他

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相反，一个知道是行善而

不去做的，就是有些人明明圣灵有感动，但是却是由于自己的吝

啬、或者是不想付代价，所以不想去行善的，有时候常常会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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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借口，就觉得自己是行事谨慎。 

一个惯于坚持己见，老是觉得自己想的对、说的对、做的对

的，而且是很确信自己那样想是对的，很坚持，以致老是跟人不

合，会相争，甚至争个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没有办法彼

此相爱的，这些人他们会老是觉得自己是很坚持原则的。当我们在

这种情况当中，没有圣灵光照或者没有让圣灵作主，不知道神怎么

看这件事，自己老是只顺着情欲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根本没有顾

到说：我这样想、我这样做，神喜不喜欢？圣灵有没有在担忧？也

没有想到说要让圣灵来掌权、作主、管治我们，来帮助我们去掉这

些肉体，这些不讨神喜欢的东西。 

惟有当我们领受了圣灵，受了祂的光照，看出黑暗中我们的

“己”的污秽，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情欲是这

么可憎可恶。看到它一直在跟圣灵相争，一直在抵挡圣灵，一直在

拦阻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难怪我们不长进！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

看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不堪，我们才愿意来向圣灵求，我们才会

甘心乐意地来向己死。所谓“向己死”就是说我们要拒绝它，拒绝它

不要体贴它，不要顺从它，甚至把它从偶像的地位上拉下来，踩在

脚下，完全弃绝它，而来顺从圣灵。这个不容易的，若不是圣灵来

帮助我们，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有一个迹象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跟圣灵相争？就

是当我们无论作什么决定？或者是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有什么样

的思想？或者有什么样的感情的流露？或者感情的表达？当我们跟

神的意思有抵触、不合拍、不协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不

出于神的，而是出于肉体的。而且当我们有这种不协调，跟神的意

思不协调、有抵触、有相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摩擦，会有一种

不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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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跟圣灵相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平安。这就是在《罗马

书》第八章第 6 节讲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这个“死”就是好像

说，当亚当不听神的命令，他的灵命就死掉了一样。这个“死”不是

说我们当场这个人就会死掉，其实就是会有一种跟神隔绝，好像没

有了祂的同在，会失去从祂来的平安。但是只有当我们体贴圣灵的

时候，那就是生命跟平安。 

我们怎么能够一直享受平安跟喜乐？只有当我们活在圣灵的管

治下面，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才能够有平安跟喜乐。当我们活

在肉体当中，当我们随从肉体、体贴肉体、体贴我们的情欲，我们

就是在跟圣灵相争，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平安。有时候当我们一

直不听神的话，一直活在肉体当中，那可能就会一直的不平安。有

时候是短暂的，我们一时的没有听神的话，去体贴肉体，我们会有

短暂的不平安。 

我们可以举圣经里边几个例子—— 

我们看到摩西在寻的旷野，当以色列人第二次为水，因为渴没

有水，下来跟他争闹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很生气，但是他去到

神的面前，神就叫他说：“你拿你的杖去到磐石那里，吩咐它，叫它

出水。”（参民 20:8）而摩西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曾经神叫他去

（那是另外一次，也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水喝，跟他争闹），神就叫

他说：“你拿着杖去击打磐石，水就会出来。”（参出 17:6）那么这

一次，神吩咐他说：“你去拿杖去，只要吩咐磐石就好了。”但是他

当时很生气，在气当中，所以他也没有听清楚神的话，他就打这磐

石。到底他有没有听清楚，或者……，反正他就是很愤怒很生气，

以致没有安静下来好好想“神是怎么吩咐的？”他就在愤怒当中，用

杖又去击打磐石，结果水出来了，但是这一次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其实他是在那种肉体的愤怒当中，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跟神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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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不一致了，所以他那一次是在肉体中行事。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的两个王。当撒母耳年老的时候（撒母耳是

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士师，他是一个随从圣灵行事的人），但是当他

年老的时候，因为他两个儿子不像他，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求说“我们

要王”，大概他们有点担心说撒母耳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起来，

他们不想，所以他们就向撒母耳说：“我们想要跟周围的列国一样，

我们要王。”（参撒上 8:5）结果撒母耳去求，后来神就启示撒母

耳，就是膏抹扫罗为王。 

扫罗在开始的时候，他见撒母耳的时候是很谦卑的，但是很快

他就离开神。虽然他一开始很谦卑，甚至也受过圣灵的膏抹，但是

他没有把心完全转向神，他一直靠着自己的肉体、他自己的情欲来

行事。在很多事情上，他没有听神的命令，没有拣选要神，所以神

很快就弃绝他。当他被拣选，然后有一场仗要打，要跟亚玛力人打

仗。神就藉着撒母耳跟他讲说：“要灭绝全部的亚玛力人，还有他们

所有的牲畜、牛、羊、骆驼、驴等等，全部都要灭绝。还有他们一

切的美物，就是全部属于他们的一切，都要灭绝。”（参撒上 15:3）

但是，扫罗他当时就没有全部遵守神的命令，他照着自己的意思，

他觉得这样好像更好。他留下了亚玛力人的王亚甲，还有他们上好

的牛、羊、骆驼、驴。（参撒上 15:9）他自己争辩就说：“我要把这

些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献祭给神，作祭物献给神。”（参撒上

15:15）他觉得自己的意思好像比神的意思还好一样！所以他是完全

活在肉体当中。 

到后来，其实神还一直给他机会悔改，虽然那个时候，神已经

要弃绝他了，撒母耳跟他讲说：“你这样没有听神的话，就是说你的

王位不能够维持下去了。”但是神给他机会，神没有马上就不让他作

王，后来还是让他作王，而且一作还作了四十年。在这四十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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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有很多机会悔改，向神悔改，转向神，来选择顺从神，不要

顺从他自己。但是他一直、一直就是拣选他自己，他不要神。当他

在撒母耳叫他说：“你到吉甲那边，你等候我，等候我来献祭。”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让扫罗登基了）但是他一直等等等，等到最

后，太阳快下山了，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心急了，看到有些人离

开他了。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自己，人民离开他，没有人跟

他，他这个王就作不成了。所以他就很着急，没有等到撒母耳来，

他就赶快自己来献祭。这件事是他不可以做的！但是他就这样冒犯

了神。结果撒母耳来了跟他讲到说，他得罪神了，神也弃绝他了，

撒母耳也要离开，他就拉住撒母耳，扯住他说：“求你带百姓

跟……” 

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我们看到说当撒母耳责

备他的时候，首先扫罗就是还不听责备，还不服气，还一直辩解。

他说：“这些东西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

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他还一直

为自己辩解，还不服气。然后当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

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膏你作以色列

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将他们

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

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还辩解，他还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

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事，擒了亚玛力王亚甲来，灭尽了亚

玛力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

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

人听从祂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

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参撒上 15:15-23 )在这个时

候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

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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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

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

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

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与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决不

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

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参撒

上 15:24-30）你看，扫罗在这里，他一直拣选的是他自己，不是

神。他虽然说“我有罪了”，这个认罪不是真正的认罪，是很勉强的

认罪。他为什么认罪？他不是怕他得罪神，不是怕圣灵担忧，不是

怕神伤心而认罪，他是因为撒母耳讲到说：“你不能再作王了，神要

把这个王从你手里拿走了，祂厌弃你了。”他是因为他不能作王很害

怕，害怕失去这个王位，所以就说：“噢，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对

不起。”想说一声对不起，说一声有罪了， 

第二部分    00:30-01:00 

神可以还是把王位给他。但他选择的不是来求神的赦免，不是

来挽回神对他的爱、对他的拣选，而是想挽回他在以色列人面前的

面子。他怎么说呢？他说：“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

列人面前抬举我。”他注重他自己被抬举、他自己的面子过于神的意

思。他这个人就是不认识神，没有要神，没有要神的旨意，一直想

着的就是他自己、他自己，他自己的面子，不要丢了面子。 

我们有时候聚会不知道怎么带下去了，我们求神来带这个聚

会，或者是我们求问神说：“这个聚会该怎么带？该怎么带？”（可

能不一定是每个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不是为了神的缘故，不

是说：“神啊，祢要这个聚会怎么样？想要说什么话？”我们知道我

们自己下不了台，怎么办呢？这个聚会怎么办呢？自己没有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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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急了，怕自己下不了台。我们赶快来抓神说：

“主啊，求祢来，求祢来，求祢来带！” 

我们看到扫罗，他在黑暗当中，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是多么的

得罪神，多么的不讨神喜欢。神原本好好的拣选了他，但神现在后

悔，想要弃绝他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有多伤心、多难过、多不

愿意？！祂多不想一个让祂拣选的人，离开了祂的心意以致被弃

绝。扫罗完全没有去体会神，没有去体贴神，而是只是体贴他自

己。他最顾的是他自己的王位跟面子。他一开始就不懂神的心意，

因为他没有体贴神，所以没有想要遵行祂的话。没有好好来听神是

怎么说的，没有想到说：“噢，神这样说，我要这样去遵守。”他的

心没有在那里，没有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就只知道说：“噢，神叫我

要去灭亚玛力人，还有去杀他们的全部的牛啊、羊啊，那些东西。”

只是马马虎虎的知道了，然后就——人是都灭了，但是把他的王留

下了！他还以为自己要来作一个仁慈的王，要来跟那个王来示好，

对他示好。还有留下上好的那些牛啊、羊啊、骆驼，想说“这样献给

耶和华，不是很好的事吗？”这是他自己的肉体觉得好的事。所以，

他那个时候完全在黑暗中，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争辩，他还不服

气。当撒母耳说：“你没有听神的命令！”他还不服气，他还争辩。

当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会自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哪一个地

步了，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很好了。所以当人指出我们的不足，

指出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我们还不服气。 

我昨天有讲一个见证：我曾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后来有人说

我很骄傲，我不服气！我怎么骄傲了？我一点都不知道自己骄傲。

在神面前哭，哭了一个多钟头，直到神自己对我说：“这句话不是别

人说的，是我说的。”我才服下来。然后慢慢慢慢神越来越光照，我

才真的知道自己的确是很骄傲。也许到现在，不知不觉偶尔还会骄

傲，自己还不知道。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刚毕业出来，刚要全职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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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有一次在一个特会当中，牧师为很多人按手祷告，当他为我按

手祷告的时候，当时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就说：“神啊，求祢让她更

多认识主耶稣。”我听了心里就有点别扭。我觉得说：“我怎么还不

认识主耶稣？我从小就出身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很小就教主日

学；我在美国校园里，我一直在带领团契；我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

遍；我现在还是传道人；我怎么不认识主耶稣了？”但那个时候真的

不认识主耶稣。因为心里会这样想，说明真的是不认识主耶稣。还

有，主耶稣大到我们有认识够的吗？祂有太丰盛太丰盛的东西，要

我们去认识。而且这个认识不只是说：“我要知道祂。”这个认识只

是道理，好像我知道关于祂的很多事情，这个认识里边是包括：我

们跟祂有很亲密的关系，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现在知道

了，我现在常常（我差不多每一天都祷告）都为自己祷告说：“主

啊，我要更认识祢，我要更多认识祢，我要更加认识祢！祢还有很

多东西，我还不认识祢。我跟祢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真的完全联合

了，看不见我自己了。我需要更多认识祢！”这个就是当我们自己在

黑暗当中，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常常人家说我们，或者是责备我们，我们会不服气，不甘

心，觉得别扭，不能接受。我们看到扫罗他就是这样，首先他就是

自己不知道自己，自己离开神有多远，离开神的旨意有多远。所以

当撒母耳来责备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服气，还争辩，争

辩两次。明明撒母耳跟他说“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还说：“有

啊，有啊！”他一直选择的就是要自己的意思，还有自己的面子、自

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利等等……神给他一生之久，神虽然废弃他作

王，是神在心里厌弃他作王，但是神还没有把这个王位真的就拿

走。祂给他四十年之久，还坐在王位上。但是他一直就是随从自己

的情欲，随从自己的肉体，顺从自己的情欲，没有要来拣选顺从圣

灵。所以，他一生活在不平安当中，他好可悲啊！结果神的灵离开

他，有恶魔常常来搅扰他。所以，他需要大卫来弹琴为他赶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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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死的都好可怜，好可怜。因着他的缘故，连同愿意顺从圣灵

的、他的儿子约拿单，也跟他一起死在敌人的手下。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神拣选合祂心意的大卫，就完全的不一

样。他一生当中除了有两次，因着自己的软弱犯了罪，得罪了神，

他一生都是拣选要神的意思。他每一次做什么，他都来求问神，求

问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去打这个仗？”每一次他

都来求问神，直到神答应他，回答他，该做不该做？该怎么做？他

才去做。即使是他犯了罪之后，他有两次得罪神：一次就是他和拔

示巴，犯奸淫的事上，他得罪神；他不止犯奸淫，还杀了乌利亚。

但是当拿单来跟他讲的时候，他马上悔改认罪，他立刻就说：“我得

罪神了！我得罪神了！” 

在他写的《诗篇》五十一篇里边，我们看到他的悔改，是何等

的深刻。在《诗篇》五十一篇第 4 节，他对神说：“我向祢犯罪，惟

独得罪了祢；在祢眼前行了这恶，以致祢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 1 节他说：“神啊，求祢按祢的慈爱怜

恤我！按祢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祢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并洁除我的罪！”他是彻底的向神认罪，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个大罪

人，而且是得罪了神，伤了神的心。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说：他还

能不能作王了？还是什么的……他只觉得：“我这个人，是神从粪堆

里把我提拔出来的；是祂从羊圈里把我选招出来，提拔出来的；我

今天竟然这样得罪神，我真的是好亏欠神，大大地伤透了神的心。”

大卫他犯了罪之后，他想的这些。所以他不顾一切的，他真的就倒

在地上，披麻蒙灰，谦卑到极点。不管他的周围的人，他的侍从们

怎么来看他。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面子，他只是想到神。所以，难怪

神觉得大卫真的是合祂心意的人。不管他在平时，在犯罪之后，他

仍然是这么的顾念神、体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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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到他晚年，他心里有感动，因为觉得自己住在王宫里，

而那个约柜却放在一个帐幕里边。他觉得心里不安：“我是什么人？

我反而住在王宫里，而神的约柜却放在一个很简陋的帐幕里边”。所

以他有感动，要来建圣殿。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要建圣殿，因为你

打太多仗，你手里沾了太多的血。我会给你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他

会有太平盛世，我会给他聪明智慧，他可以来为我建殿。”大卫马上

就顺服，马上就顺服，他没有照着他原来的意思，他很想建殿，很

想建殿！你知道这个建殿是一个很宏伟的工程，他死掉，这个殿还

会留下来。人再看到这个殿：“哇，好宏伟哦！这个是大卫建的！”

但是他想的不是这些，他的的确确心里就是想说：“我住在宫殿里，

神的约柜怎么可以在帐幕里边呢？”所以他很想说，造一个宫殿，起

码不亚于他的宫殿，甚至比他的宫殿还要好的殿，来放神的约柜。

但是当神说“不要”的时候，他马上就不建了。我们看到他是很谦

卑、很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神。因为他顺服，他不是很勉强的说：“好

吧，不建就不建吧！”他是很甘心乐意的，神说不建，他就不建了。

但是他还继续的为建殿做准备，他准备了很多的木材、金啊、银

啊、石头啊等等，很多很多的建殿的材料，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以

后来建。所以我们看到说——大卫他真的是体贴神，不体贴肉体！

所以难怪神一直就是觉得“大卫是合祂心意的人”。（参徒 13:22）祂

死后，仍然是这样说，在新约我们仍然看到这句话。所以大卫他到

后来，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神的同在中，在平安当中来度日。 

但是我们看到扫罗，他没有顺从神，他一辈子虽然坐在王位

上，但是没有平安，甚至是被恶魔搅扰，很害怕，很害怕。到最后

他临死前的一天，更是在那种惊恐当中，因为他去找交鬼的。然

后，那个撒母耳（应该不是真的撒母耳，是假扮的），跟他说，他明

日就会死，“明日，你就要跟我在一起。”（撒上 28:19）所以他是在

那一种惊恐当中去世。所以我们看到说，只要跟神的旨意不符合，

那就是失去平安。所以，我们要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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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祂有起码好几分钟的“极

其难过”，祂祷告的时候，血汗就如同血滴那样，是一种极其的难

过，也就是极其的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第

一个祷告说：“若是可以，求祢把这个杯拿去，拿掉。”（参太

26:39）我们都知道，分明这个祷告跟神的旨意是不相符的、不协调

的，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主耶稣上十字架。神的这个旨意，主耶稣

自己明明知道，因为这个旨意是祂自己参与，祂自己在里面（三一

神）定下来的旨意。但是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缘故，祂有一点不

想。到底是为祂自己？还是为门徒的缘故？还是为什么原因？但是

有那么一下子，一刻，也许只是几分钟，就是祂来回走，去看门徒

又睡着了……这么两三次。但是祂最后，祂选择要神的旨意，要神

的旨意！ 

我们知道主耶稣祂里面没有罪性，我们可以说，祂没有我们这

个肉体。但是祂还是有一个我们人的身体，祂还是有一个“人”，有

“人”的情感，有“人”的各种的感觉。所以，作为一个“人子”，那一

刻，祂有点犹豫，以致跟神的旨意不相符。所以那一刻，祂没有平

安，心里极其的难过。但是当祂顺服神，祂说：“只要照着祢的旨

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参太 26:39）祂最后很坚定地顺服神，起

来之后，祂就满有平安，祂心里就很安稳。即使是祂在背十字架的

时候，祂在上十字架的时候，祂的身体有饥、有渴、有软弱、有虚

弱。因为祂一个晚上被审问，被打，所以，那个时候，身体有虚弱

的时候，甚至十字架祂快差点背不起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祂有渴的

时候，但是祂里面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安稳！所以，祂在十字架上

还作了很多的事情——作拯救的工作，作赦免的工作，作托付的工

作。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跟神的旨意有一点违背、不相符、不

协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有不平安。我讲这个就是给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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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你什么时候，你有不平安，你就要知道——可能这个时候是我

的肉体在跟圣灵相争了，我们就赶快要来到神的面前。 

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 3 节，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

他说他们：“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

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事吗？”保罗在前面说到哥林多

教会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恩赐，说明他们已经有领受了圣灵。但是，

保罗说：“我还不能够喂你们干粮，我只能够用奶喂养你们。”（参

林前 3:2）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为什么说你们是

属肉体的呢？因为在你们当中有嫉妒、有纷争。”当有嫉妒、有纷争

的时候，肯定就没有平安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跟

人、甚至跟弟兄姐妹当中有嫉妒、有纷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没有

平安。 

也许我们当中已经很多人自己有经历。当我们跟人纷争的时

候，我们里面一定是愤怒、气愤，觉得就一定没有平安。我们为什

么纷争呢？因为我们老是觉得自己对，觉得我坚持的东西对，我坚

持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就跟对方要争、争、争，当我们这样争的

时候，就一定失去平安。 

其次，假如我们是在圣灵管治底下的，在圣灵里面的话，神可

以掌管一切。事情当然是祂掌管的，事情可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会

怎么做？会发展？那个结果会怎么样？这个肯定是神掌管的。但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要是来掌管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对了，圣

灵就不用担忧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作的是，主要是掌管我这个

人，是改变我这个人。所以，当我们在纷争里面，失去平安的时

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注重的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我在里面，我

不只是跟人相争，我是不是在跟圣灵相争了？假如我们失去平安，

那就肯定我们是在跟圣灵相争了。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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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回在圣灵里面的平安，也就是我们首先要来顺从圣灵。 

所以，无论你觉得自己多对，或者无论你觉得这件事情有多严

重，最重要的是我要跟圣灵合拍，要跟祂一致，要跟祂协调。那个

结果，我不需要去顾虑，那个是神的事。圣灵最注重的是我这个

人，我要来跟祂合拍。所以，我们无论觉得自己多对，只要我们争

辩到一个地步，我自己都没有平安了，我要先放下来，我要先把这

件事放下来。不只是说不去争辩，不要再跟人争辩， 

第三部分    01:00-结束 

不要再去争辩“对”跟“错”，“好”跟“不好”，我先要回到神的面

前。我要来到神面前，求主说：“我是不是跟祢在相争了？我是不是

得罪祢？求祢让我能够服下来、伏下来，我要伏在祢的下边，我要

顺服祢。我要让祢来作主，我不要去管那件事，我先来管我跟祢的

关系。”或者是人家讲我们，我们觉得不服气，我们也要先到主的面

前来。我们确定，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回到祂的面前，我愿

意降服下来了。我不要自己作主了，我不要体贴肉体，我要来体贴

祂了，这时候我们自然心里会平安下来。接着祂会启示我们，我们

该做什么？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想？

有一些我们以前不懂的，圣灵会让我们开始明白。一讲到这里，好

像太多要讲，但是我应该把时间交给凤莲牧师，我相信凤莲牧师有

好多分享的，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学习了，关于—— 

郭牧师用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王。两个

王一个代表肉体，一个代表是跟随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一个是被

称合神心意的，这个也在《罗马书》第八章第 5 节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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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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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

个——一个是被神厌恶的，一个是有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肉体跟圣灵。但是在大卫的生命里头，他的确也是有经过十字

架的路，就是很多向己死的过程。其实我们这个人看到扫罗、看到

大卫的时候，那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看我们比较像谁呢？比较像大

卫呢？还是像扫罗呢？肯定如果我们没有圣灵，或者我们现在没有

跟神连接的话，没有过内在生活，我们肯定很多很多都跟扫罗一样

的。只是我们现在有学习圣灵怎么样的在我们的里面来治死我们的

己，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跟随圣灵、体贴圣灵的事。 

什么是体贴圣灵？体贴圣灵其实就是体贴神。所以刚才郭牧师

有讲到大卫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卫的生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

命？其实大卫的生命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他是

一个过内在生活的生命？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我们要

治死我们这个己；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己越来越小，圣灵越来越

多；或者是耶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一直的亲

近神，一直的爱主！就好像大卫这样，如果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什么

样的人，从他所写的《诗篇》我们就知道，我们非常的感恩。大卫

透过他的《诗篇》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因为透过《诗篇》我们看

到这个人他对神的那种渴慕，从他的诗里面他是认识神的人。他真

的每一首诗都在讲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神的属性。所以你看他

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他能够有这个。因为他体贴神，因为他渴

慕，他有追求，他才能够越来越体贴神的心意。我要想说的，就是

今天我们一直讲的：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跟随圣灵，我们要越

来越像耶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一直

的加深我们对祂的渴慕，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只有圣

灵在我们的里面才可以做成的。 

所以你看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太多了），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诗



JMI   2020   春   周六   郭牧师、林牧师 

 16 / 20 

就是“我要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一直的瞻

仰祂。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参诗 23:6，27:4）就是说大卫的

生命，是一直一直不断地追求，一直追求，一直加增。他说“我曾寻

求，我仍要寻求；”而且不只是仍要寻求，是一生一世！他的诗二十

三篇：“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 23:6）你看他

的心态、他的心意，其实就是要一直跟神建立关系，一直渴慕耶和

华。所以他能够体贴圣灵，他能够体贴神，所以他能够一直体贴

神。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一直追求爱耶稣，一直要祂，一直爱

祂，我们越来越会体贴祂。 

所以为什么耶稣愿意走十字架？因为祂爱祂的父，因为祂跟祂

的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所以当祂在十字架的时候，父不

看祂一眼的时候，祂说：“为什么祢要离弃我？”你看这是祂最痛苦

的事，因为祂感觉到祂被神离弃了。这就是说祂跟神那种亲密的关

系，而且祂常常说“祂跟神是合二为一的。”（参约 17:11,21,22）所

以你看只有亲密的关系，才能够使我们肉体降服下来，我们是没有

办法。 

所以我这个时候要读大卫的诗六十三篇，大卫的诗就是他的态

度，他的一种渴慕的、追求的心。盼望我们今天学习两个王：一个

就是以自己为主的；一个就是以神为主的。为什么他会以神为主

呢？因为他一直追求，一直不断地要，你看他一直不断的就是以神

为满足的。所以在《诗篇》六十三篇：“神啊，祢是我的神，我要切

切地寻求祢；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祢，我的心切慕祢。”今

天如果我们渴慕圣灵，我们要更多的让圣灵来管治我们，来充满我

们，我们就要对圣灵这样说：“圣灵啊，祢是我的圣灵，我要切切地

寻求祢！”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渴

慕。当我们这样的渴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慢慢的，能够越来

越多的耶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大卫他说：“我在圣所中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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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瞻仰你，为要见祢的能力和祢的荣耀。因祢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颂赞称赞祢。我还在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祢；我要奉祢

的名举手。”（诗 63:2-4）你看，大卫他做什么？他就是要这样的渴

慕神，他就是要这样的瞻仰祂，他就是要衪的同在，惟要”见祢的能

力和祢的荣耀。” 

今天我们是否是这样？我们是否这样迫切地要神的同在？要主

跟我们一直的不断的充满我们？每一天说：“主啊，我要祢，我需要

祢，我要祢的同在，我要更多更多的祢！”而且不是单单聚会才是这

样，而是每一天我们要刻意对祂说：“耶稣啊，我爱祢！我刻意的对

祢说‘我深深的爱祢！’”每一天我都对祂说：“我要祢。”所以大卫其实

就是这样，你看他说：“我在床上记念祢，在夜更的时候思想祢；我

的心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祢。因为祢曾帮

助我，我就在祢的翅膀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地跟随祢；祢的右手

扶持我。”（诗 63:5-8）所以你看，大卫为什么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

人呢？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人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人被神称

赞的时候，他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他是一个追求神、体贴

神。就像《罗马书》说：“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才会有平安，我们

才会有那个生命。”（参罗 8:6）然后《诗篇》六十二章说：“我的心

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诗 62:1） 

所以今天我们在线上所有的家人们，我们已经听了《圣灵、肉

体、十字架》，这一切都是刚才郭牧师说的，关乎我们这个人的生

命，我们的己要被对付。主耶稣的生命要越来越多，就要经过这个

十字架的路，我们似乎知道，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经历呢？我们要怎

么样更多的拥有圣灵呢？只有刚才大卫的那种的心、态度，对神的

那种的要、那种的渴慕，我们才能够越来越被祂充满，越来越被祂

改变，越来越能够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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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是不能够放下的。我在这里最后有一个见

证：我在 2016 年去达拉斯参加第一届的内在生活培训的时候，我

当时是充满着自己去的，我是一个充满己。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

次进入内在生活，第一次跟主连上，就在 2016 年达拉斯的第一届

特会里面，在那个特会里面跟主连上的，每一场的聚会，圣灵、神

的同在一直地浇灌，一直地充满。因为有这样的浇灌、这样的充

满，就有更多的爱在我的里面，在那一个时刻，就是因为更多的渴

慕，更多的渴慕，有一件事我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我跟母亲的关

系。我虽然原谅她，但是我不能够接受她，你知道我们可以原谅一

个人，可是我们却不能够跟这个人很好，就是有一道墙的。但是就

在那个渴慕的当中，圣灵充满的当中，圣灵开始把我这个己拿走。

祂让我看见，不是我的感受，我的痛苦，为什么我妈妈会这样对

我？为什么我妈妈以前这样的对我不好？为什么我要活在这样的光

景？而是，我在那个当中，我看到她的痛苦，看到她的辛苦，看到

她比我更需要。所以你看，圣灵会把你这样的转过去，你不再以你

自己为重。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得了医治，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

被圣灵的爱充满了。我五十年第一次说：“妈妈，我爱你！”在那个

特会里面，我想跟大家说，在那个时候我不能做的事，神作成了那

件事，当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那道墙没有了！我可以跟她沟通

了。我今天讲这个见证，是要说，我们要更多的被祂充满，更多的

需要祂，让我们这个己，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刚才听大卫的生命、扫罗的生命，为什么大卫会这样？因为他

渴慕神，为什么我能够放下？因为我真的是被圣灵浇灌了、充满

了。所以，惟有我们要，我们才能够改变。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

间交回给郭牧师。可以做一个结论，感恩我们还一直要祂。 

好！谢谢凤莲牧师的见证。 

我听到有些家人，他们很聪明，他们每次把礼拜五和礼拜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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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网课都听，而且反复听。我们这一次因为网络很拥挤，所以没

有办法让大家两次都参加。假如有可能我建议：你今天参加礼拜六

的，你也听回礼拜五的录音。昨天，凤莲牧师也有很好的见证，就

是我们每天圣灵的带领会有一些不同的分享，所以，有可能的话，

听回你没有听的那一课。 

感谢主，刚才凤莲牧师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与主连结的生活，

只有天天来到主的面前，渴慕祂、要祂、等候在祂面前，让祂来我

们身上作工，才有可能带进这一些我们顺从圣灵、体贴圣灵这样的

一种生活。我也是深深感觉到，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没有

领受圣灵的人，他自己是活在黑暗当中，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肉

体，甚至还会很宝贝它，还把它当偶像。但是圣灵一来，一光照，

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肉体是这么的可恶！是这么的跟圣灵相争、

敌对，我们一定要求圣灵用十字架来把我们的肉体做掉，我们就不

会拒绝圣灵用十字架来作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自己要求，我们

真的要求，要求圣灵来我们身上作工。 

所以，虽然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祂呼

求，我们来向神呼求说：主啊！我很多还不知道，我的肉体怎么跟

祢相争？怎么跟祢抵挡？我很多还不知道，我求圣灵来充满我，天

天来充满我，来光照我，能让我知道，里边拦阻我前进的是什么？

每一次当我的情欲、我的肉体、我的老我，在跟圣灵相争的时候，

引起的一点点不平安，主啊，求祢让我对这个能够敏锐，我就赶快

回到祢的面前，来呼求圣灵来工作、来动工。在那一个时候，圣灵

就来帮助我，帮助我降服下来，完全把自己交给圣灵，圣灵来作。

我不再去争辩，我不再不服气，我知道肯定圣灵是对的，只有我才

会不对。我在这个相争里边、不平安里边，错的一方一定是我，求

圣灵来作，不是事情的对错，是我这个人、我的生命，因为不顺从

圣灵的错。主啊，求祢天天来光照我，来充满我，使我每一天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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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地感觉到，我是在顺从圣灵还是在抵挡圣灵、跟圣灵在相争？

当我发觉有一点点不对头的时候，我赶快来到祢的面前伏下来。主

啊，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快快的长进！主啊，我们要作一

个体贴圣灵的人，我们不要作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求圣灵来帮助我

们！求祢在我们里边造一个更加饥渴的心，每天渴慕主，每天渴慕

主，每天来到主的面前觉得渴，因为我还有需要，我还需要更多的

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我要学大卫那样的饥渴，求圣灵天天来充满

我们，天天在我们身上来作主作王。我不只是要祢在我里边给我有

一点平安，给我有一点喜乐，给我有一点恩赐，给我聚会的时候有

领受，主啊，我要的是祢来我心中作主作王、掌王权！求祢帮助我

们，让我们在祢面前起码有这个祷告，而且在实际上、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我们都选择祢来掌权，我们都能够放下自己。主耶稣垂听

我们的祷告，谢谢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可以每天自己在神面前作这样的祷告，我为什么长进不

快？我现在应该很像耶稣了，为什么我还没有像？求圣灵来帮助我

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来顺从圣灵。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但是我们可以继续地呼求，我们每

天都来向神呼求，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