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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肉体、十字架 （一） 2020_5_8  

第一部分 00:00-30:00  

唱诗《我爱祢，耶稣》。 

玛莎牧师常常会讲:“我们来唱‘爱耶稣’。我们每多唱一句、多讲

一声‘我爱祢’，我们的心就会更多一点爱耶稣。” 

前几天我在网络上，有一个牧师转发的一条有点好笑，但是其

实令人深思的一条信息：有一个牧师他的师母患了抑郁症，所以，

所有的家务他都自己要承担起来，沟通也没办法很好沟通，结果有

一天他就跟神抱怨说：“为什么会这样？”神就回答他说：“我的婚姻

也不幸福啊！”他吓了一跳，然后神说：“你去看圣经，我的妻子以

色列岂不是一再地对我反叛、悖逆，不听我的话？”祂说：“婚姻本

身就是有很多的冲突。”那么他就觉得：“既然神的婚姻也是这样，

那我也应该学习忍耐、包容。” 

当然，其实不只是以色列人，我们大家都是，一直到现在新约

的教会，我们还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神建立教会，就是为了

要给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找一位新妇。 

其实，我们说神是一位的，只是在不同的时候祂对我们展现有

不同的（所谓的）位格。在旧约的时候，神是以阿爸父、父神，在

天上的父神，来与人沟通，这位父神是很严厉、很圣洁、很威严，

所以，以色列人都很怕；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祂是

一位可亲可敬的神，祂可以被人看见、被人听见、可以触摸到祂的，

一位子神。 

当然，旧约的父神，祂是没有人能够看见祂，只有摩西曾经看

到神的背影。没有人看见祂，但是毕竟很多人听到祂，特别是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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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整个以色列民族曾经在山下听到神发声音，虽然不是很清楚。

那么到耶稣基督，就成为人的样式，活在人当中，真的是可见、可

听、可触摸的一位耶稣。耶稣在升天之前，我们看到世人还是拒绝

祂，虽然看得见、听得见，看得到祂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还是

拒绝祂、叛逆祂；那么一直到祂升天之后，圣灵降下来，圣灵可以

说是一位看不见，甚至听不见——就是肉耳听不见，肉眼看不见的

一位神。那么圣灵下来，除了初代那一些门徒（他们真的就是被圣

灵充满，然后顺着圣灵来行事，但是一路还是遭到很多人的拒绝。）

这位“灵神”还是遭到很多人的拒绝。甚至是今天的教会，你说能够

接受祂的有多少？即使是被提到，也不是真的认识祂，不是真的来

跟从祂，不是照着祂的意思来生活、来与祂同工。 

所以说，这位神从古到今一直是遭人拒绝的神，甚至祂选为要

作为祂的妻子的——当初是以色列民，现在是教会，还是常常伤祂

的心，没有办法使祂满足。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怎么才能够让教会快快的真正成为得荣

耀的教会，成为主可以迎娶的新妇呢？我想这就是下来几个礼拜，

我跟凤莲牧师要分享的，《圣灵、肉体、十字架》这个题目。 

我很高兴，我跟凤莲牧师，我说我们是黄金搭档。我问她说：

“你有什么感动吗？”她说：“反正像过去一样，你一讲，讲到哪里圣

灵就会开启我，我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就有很多话，可以补充、可以

回应。”我说：“那就好了，我们都放开自己，放下自己，都来跟随

圣灵。”感谢主！ 

好像还陆陆续续的有人上线，但是我们不能再等了，因为我看

见小静通知说，让大家要提前 15 分钟就来安静等候。我盼望我们不

要迟到，虽然我们可以听录音，但是有时候，那个神的同在是不一

样的，所以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的来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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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先讲一下，到底圣灵、肉体和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它们

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作用？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圣灵 

圣灵我们已经可以说讲了很多很多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讲

这么多，大家就全都领受了；甚至我们自己讲的人，不是说全部都

得到、全部都领受了，只是说就我们所有的跟大家分享，那也盼望

说，多讲多讲多讲，大家就越明白、越认识、越领受、越来越多。 

圣灵，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祂是以“灵”的形式来出现在我

们面前，也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祂本身就是神。我们要知

道祂本身就是神，而且是我们所讲的三一真神里面唯一一位，现在

我们可以跟祂沟通、可以听到祂的引领的一位神。在约翰福音十四

章，主耶稣说：祂不撇下我们为孤儿，祂会到我们这里来，就是“再

过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圣灵常与我

们同在（参约 14:18-19）。而且，讲到祂的名字就是“保惠师”、“训

慰师”。 

那么圣灵跟我们的关系，祂本身就是神，也是生命，是有大能

的生命；祂不是一种能力，祂本身是神、是生命，是大有能力的生

命。 

那祂来就是要把主耶稣讲过的很多话，圣经里面的真理来向我

们解释明白清楚。主耶稣说：“保惠师来了，就会使你们明白很多的

真理”，而且要把我们带入这个属灵的实际。“真理”其实就是实际。

那具体来说，圣灵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只使我们更清楚地认

识神、明白祂的话语，而且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制作我们，使我

们越来越像耶稣，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也就是说祂要把我们从旧

人变成新人。（参约 14:26，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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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 

而“肉体”，在圣经里有很多的名称，其实“肉体”就是我们原有的

罪性，也叫情欲，也叫肉体，也叫旧人，或者邪情私欲，或者是有

些人讲说是老亚当。 

十字架 

而“十字架”是一般人理解为“苦难”，其实是神用来帮助我们成长、

学会顺服、变得很荣耀的一些人、环境或者我们的遭遇，是带我们

进入荣耀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说：圣灵来是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从

旧人变成新人；祂来是帮助我们可以变成合格的新妇，可以被迎娶

的新妇。那么，假如我们信主之后，马上让圣灵来作工的话，假如

我们完全接受圣灵的工作，我想我们可以很快被制作成，可以大家

都结出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很美丽、都很荣耀。 

但是，事实上有很多人信主，甚至领受圣灵之后，生命仍然是

没有长进，一直像属灵的婴孩。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所讲的。

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讲的说，他一开始讲到说（在第一章，第二

章讲到），他们什么都不缺，有各种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知道，

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已经建立一段日子了，已经领受圣灵了，很多信

徒他们都有圣灵的恩赐），但是在他们当中还是不认识圣灵、不懂

圣灵，也就是不认识神，他们活出来的不像是神的生命活出来该有

的样子——他们当中还是有纷争、嫉妒等等。所以保罗就说：“我只

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婴孩，

用奶喂你们，不能够用干粮来喂你们。”（参林前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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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实不只是哥林多教会，一直到我们教会，目前普世教

会的状况，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还不是成熟的基督徒，还是婴孩，

不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本的这个肉体非常的顽固，不肯消

失，不肯放下自己，不肯自己来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一直不只是自

己活着，还要活着，还要活着，而且还要抵挡圣灵，要跟圣灵为敌，

不让祂来作工。这个肉体一直要作圣灵的仇敌——就像加拉太书第

五章 17 节讲到：“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

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愿意作的。”这使我们陷入一种状况，就是

保罗所讲罗马书第七章所讲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

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参

罗 7：18-19）在这种景况当中，我们就常常活在争战跟懊悔当中。 

当然，这些是己经有心想要来讨神的喜悦、有心想要来顺服圣

灵的人，才会感觉到这种争战，这种痛苦，这种懊悔。就好像有些

人，明明知道发脾气不好，但是还是没办法，常常一遇到什么情况

自己就会发脾气，发完自己又很懊悔，但是又没有办法。 

对于一些根本都没有想到说要怎么讨神喜悦，以为说“我信耶稣

以后就可以上天堂了”，“我常常上教会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没有

想到什么属灵、属肉体的问题，或者很多时候还会整天是活在“对错”

当中——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

所以好像觉得“我就是需要坚持，我不能够让步，因为这样才对，所

以我需要坚持”——那么，这种人他也许根本连他是在跟圣灵争战，

都还不晓得，自己觉得说以为是：他是在跟某个人、某件事在争战，

他还必须坚持，所以觉得他发脾气是“发义怒”、他那样作是在坚持

原则——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心里失去平安的时候，我们往往

就是在跟圣灵争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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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知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边讲到圣灵结出来的果子跟

肉体原有的那些东西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所以当我们不是活在圣灵

里面，而是活在肉体里面，我们自然就是活出来老是跟圣灵是相反

的。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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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

荒宴等类，”（加：5:19-21）——其实不止这些，还有很多。也许

我们下一课，我们要来讲这些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实、温柔、节制。”（加 5:22-23）——这一些，你说这个多

不一样！完全是相反的东西！ 

所以，难怪说他们一直要相争、一直要相争，肉体就是拼命活

出那些东西，拜偶像啦，邪荡、污秽啦、恼怒、纷争、仇恨争等等

等等这些，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骄傲----我们的骄傲。我们一骄傲我们

看不见神，我们一骄傲我们听不见、听不进圣灵的声音。 

而圣灵要带来的那些果子，有人说其实那个圣灵那棵树的根就

是谦卑。圣灵要给我们、作在我们身上是谦卑，而谦卑跟骄傲是完

全相反的东西。当我们没有谦卑，我们听不进，我们看不见，我们

没有办法让圣灵来作。所以当我们在骄傲里面，当我们在肉体里面，

我们就是一直跟圣灵是相反的，圣灵要这样作，圣灵要带领我们走

这边，我们偏偏要走那边；圣灵要带领我们温柔，我们偏偏就是发

脾气暴躁；而且不给圣灵时间来制作；我们一直跟祂唱反调一直阻

挡祂，不给时间，不给机会让圣灵来作工。所以，难怪呢，我们就

是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改变成神要我们改变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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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当我们真的是心里觉得不行了，“我为什

么老是这样？我必须是，必须是要…我为什么老是不成功？”作基督

徒为什么老是失败呢？觉得自己好苦，好苦。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

七章讲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7:24）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太丑陋、太不可爱，但是

我们还是要羡慕要有主的生命，或者是我们在周围一些人，满有神

的荣光的人，一些成熟的基督徒，一些顺从圣灵的基督徒身上，我

们看到他们真的好可爱！我们巴不得自己能像他们那样！所以，我

们就想向神来求说：“主啊，我真的是很苦，祢能救我吗？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吗？”这个时候也许圣灵就开始可以作工。圣灵，但是

其实圣灵一路作工，我们还是会一路抵挡，因为当圣灵一路作工的

时候，祂一方面是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神的话就是道，当神的话

来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哎呀！我愿意顺服神的话，我愿意遵行

神的命令，我求圣灵帮助我，给我能力去作，给我能力来顺服。”那

么这样呢，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的来去掉我们的某一些肉体，让圣灵

作工比较轻松，比较不那么痛苦的。我们只要藉着神的话，我们被

光照了，我们就愿意，我们就求圣灵帮助，然后我们或者是祷告，

祷告跟神要，我们也许就慢慢的被神的话，就是道来洗净，我们就

多一点像耶稣，少一点肉体，多一点像耶稣。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我们还是没办法，还是

进不去，或者是不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又有点想要像耶稣，那么这

个时候圣灵可能就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来破碎我们。神会常常

用一些我们难以对付的人、环境、遭遇来对付我们，破碎我们，这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苦难或者就说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在这

个时候，它就要会出现在我们的身上。 

祂就是要看我们对十字架是什么态度。我们有时候呢，好像神

给我们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我们觉得很难，或者是这个环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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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一个人在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对我们，就是老是要跟我们作

对，有人说“老是给我们穿小鞋”，或者是说他“老是要对我好像要在

鸡蛋里挑骨头，使我很难堪”，或者是一个环境，一个大环境。 

我们所谓的大环境，好像不是某一个人造成的，是整个环境，

整个环境就是你没办法对付，好像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啊，大家都

经济上都很困难，都没办法过日子。我们，好像中国很多时候，曾

经有大饥荒，好像 1942 曾经有，在华北那个地区曾经干旱，然后

大饥荒，那么那里的人也就是都很贫穷，我几年前去过去过山东，

有个弟兄跟我讲说：“我们这里呀，这里很多老人家都是当过乞丐

的。”好像甚至他的父亲都是当过乞丐的。我想那个时候就是大饥荒、

大萧条的时候。 

第二部分 30:14-60:00 

甚至是我们目前的疫情，真的全世界都陷入这个疫情里面，虽

然还没有听到什么影响到，逐渐有一些地方好像物质有一些缺乏，

但是还没有缺乏到那个地步，好像说生活物品、食物都没有了，还

没有怎么听到。但是，很多人都要自我隔离，大家都要隔离在家中，

因为家人太长在一起了，有些家人就出现矛盾，就彼此相争等等。

当然基督徒的家庭反而很多是更好了，一起来敬拜神，所以更加同

心合一。但是有很多家庭，就是说因为长期的在一起，夫妻的矛盾

就更大。然后，不能出去、不能有太多的活动，有些人就抑郁症。 

所以说，有些是环境。有一些是遭遇，好像有人得一场大病，

甚至不可完全康复，或者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等等。 

所以，十字架可以是这些东西，我们会遇到一些我们难以对付

的人、一些环境或者是一些遭遇。其实，这些环境、这些遭遇、这

些人，可能就是神特别安排的，要来帮助我们生命长进的东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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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就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有这些事情、这些东西、这些遭遇临到我

身上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人呢？”大多时候，我们求神说：

“主啊！祢可不可以把这个环境拿掉？”、“祢可不可以改变这个环

境？”或者是，“让这个人离开我，我受不了。”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

是这样的。但是，却不知道说，其实，这个是神要帮助我们成长，

使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神。 

当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就成长

了，我们身上就多一些谦卑了，就更像耶稣了；我们原来那些不合

神心意的、与圣灵作对、与圣灵相反、与圣灵为仇的那些肉体、那

些情欲，就渐渐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十字架在我们身上

的工作成就了、完成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有遭遇到苦难，但是他们

遭遇到苦难之后，他们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他们在胜过之后，

他们就更认识神了，他们的生命也就更成熟了、更像神了。 

我们看到约伯，他本来就是一个要神的人，一个常常来亲近神

的人。在当年那个年代，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个，神觉得很满意的一

个人，他是常常敬拜神，在他身上找不到什么不好的东西，甚至神

可以拿他来在撒但面前来称赞，就说：“你在地上走来走去，你看到

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真的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你在他身上找不出

什么毛病的人，他是那么敬畏神的一个人。”但是，撒但不服气，就

说：“当然了，祢这么保护他，他当然对祢好。”而且说：“祢假如击

打他，给他苦难，看他是不是还这样？” 所以，神就许可撒但去击打

约伯。（参伯 1：8-11） 

所以，约伯受的苦，真的是难以形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

人所受的苦，我看约伯受的苦真的是最大的，除了耶稣的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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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的苦是够大的了。他遭遇那么多的苦，一开始是他所有的东西，

一样一样被神剥夺。 

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什么犯罪的东

西，所以，神真的特别特别地祝福他、恩待他，给他在那个地方是

最富有的；他还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都是那个地方最富有、

最漂亮的；他又有一个太太，他们夫妇应该也是很好的；不止他自

己有财产，他也分给他的孩子们，个个都有财产。所以，他们过的

日子真的是非常的富足，他的七个儿子，整天轮流有宴会，而且邀

请他们的三个姐妹去他们家吃吃喝喝，过着很快乐的日子。应该说，

他当时在那里是富甲一方，人人羡慕的。 

但是他的遭遇呢？一夜之间，他的财产全都没有了。一夜之间，

他的田地、他的牛羊、他的骆驼、他家所有的牲畜，一夜之间都没

有了。还有他的仆人，也都死了，只剩下在地里的，在牧羊牧牛的，

只剩下一个给他报信，其他的都死了。他的孩子们，他们不是轮流

有宴席吗？所以有一天在一个儿子的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忽然他

的儿子也都没有了，也都死了。他们就是在长兄的家里吃饭的时候，

突然从野地来的狂风，大刮，刮得他们的房子倒塌，所以，全部孩

子，还有仆人，全部在里边的人都压死了，只剩下一个回来给他报

信。就是一夜之间，他拥有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是先夺取他

所有的东西。 

他没有出怨言，他口里没有出怨言。所以，神觉得他还是很“敬

畏祂”的，还是“为人正直”，还是“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完全人”。

所以就跟撒旦说，“你看，你这样击打他，他还是这样啊。他还是完

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还是这样的完全人啊。”但是撒旦还

是不服，牠说，“祢没有伤到他本人。”神还是容许牠，让牠去击打

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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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第二轮，约伯自己的身体本身自己也遭打击，所以他全身

生疮，长疮长到全身都烂了，每天在那里，用那个瓦片来刮，可能

又痒、又痛、又脏。哎呀，我真的不能够想象，假如我自己这样，

我会怎么样？我们每个人你自己想一下，假如你是这个样子，你会

怎么样？我先生有一个病人，他就是皮肤过敏，常常一吃到什么，

他有一点吃一点不对，哇！马上就全身就痒啊！他就抓啊，然后就

烂，大概还没有约伯那样，他还不是长疮，他只是过敏，然后痒，

然后抓了就有点烂，有点出水那样。那已经很可怜了，我看到他的

样子，听到他这种病症，我已经觉得很可怜了！他一年到头啊，就

是真的是没有几天好的。那约伯呢，更是长疮，然后真的就是又痛

又痒！ 

第一轮的夺剥，所以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我看我们有很多很

多家人讲见证，曾经有人就是说“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

有了！”就是他们的生意失败了，还有向银行贷款，然后要还债啊，

他们有说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已经很难堪，很难堪，很难堪啦！

然后再接着身体更是遭遇这，但是很多人作见证说什么都没有，还

没有包括他们的家人了，只是说他们的财产什么都没有。还没有听

过哪一个家人跟约伯这样，除了财产连家里的人都一夜之间都没有

了，还没有听过。那接着呢，还全身都被击打，真的体无完肤。哇！

真的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想象。 

除了这个，还不止，我们看到他的妻子怎么对待他？本来应该

是阖乐融融的家庭，他敬畏神，他敬拜神，可能妻子也在旁边跟他

一起，至少不会反对他，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也起来反对他了，

说：“你敬畏神，你敬拜神，还有什么用？”（参伯 2:9）然后他的朋

友来看他，一开始还有点同情，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就在争辩起来，

他们不只是讥诮他，而且就是讲到说“你为什么会这样？ 一定你是作

了很多的恶事，一定是不敬畏神，一定是很亏欠人，所以这些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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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临到你”，就是把一个正直的、敬畏神的、远离恶事的人，讲成一

个恶贯累累的、不敬畏神的、不正直的，很诡诈的一个人。就是连

他的人格被扭曲了，被毁谤了。 

所以，约伯他遭遇的就是这样的，一样一样所有的外面的身子

之外的东西被剥夺，结果身体健康被剥夺，结果他应有他原来受到

的尊敬、他的尊严完全被剥夺，从外到里全部的被剥夺。约伯的遭

遇就是这样。 

一开始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但是他不敢得罪神，他不敢抱怨

神，但是当他的朋友们来之后呢，讲了那些话之后，他有点忍不住，

来讲出他对神的不明白，“为什么祢这样对待我？我宁愿死掉好了。” 

在这个时候，若不是神来对他显现，来跟他讲话，我想没有一

个人能够支撑下去，包括他的信仰。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这个

时候祂向约伯显现对他说话，在旋风中来跟他说话。所以，到最后

约伯知道说他不能够对神有问题，他只能全然相信神；因为神作的

事，他不明白；神的创造，他不明白；神作什么，一开始作什么他

都不明白的。他知道说神作的一定是好的，所以他谦卑下来，他谦

卑下来！结果他顺服了这个十字架，他不再问神说“为什么我会这样？

你不如让我死掉。”他谦卑下来接受神所给他的，这个时候他的生命

就不一样了，他就成熟了，他就知道说“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好的”。

这个时候，神给他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约伯所讲的说：“我从前风

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 42:5） 

我们看到约伯原来是一个那么亲近神的人，但是他还是只是风

闻有神，他只是在信心里边来敬拜神，他还没有亲眼看见神。但是

这个时候，神亲自对他说话，他亲耳能够听见神。当然在这里，他

说他亲眼看见祂，就是藉着神对他说话，藉着神向他显现，他亲自

真的亲身经历到这位活的神了。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他知



JMI   2020   春   周五   郭老师 林老师 

Page 13 of 22 

 

道说这位神没有离弃他，没有离弃他，他以后的信心可以更进一步。

我想假如说第二轮再有了同样的经历，约伯是可以胜过的。 

一个人能够经历这位神真的亲自向他显现，他的信心一定大增

一倍，知道说他所信的神是真的、是活的，而且神作在他身上，神

没有离弃他，神没有忘记他。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很多人会觉着

说，神是不是把我们瞥在一边，是不是忘记了。其实神没有，神没

有忘记他。所以，他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加更加的增添，这就是十字

架。 

十字架的功用，就是我们经历之后，我们会经历到这位神，是

这么的真实，祂是活的，我所经历的一切，祂都知道，祂不会不知

道，而且祂会引领我们走过，当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十字架一胜过的

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让我胜过了。”

而且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信心会不一样了。因着我们的信心不一样了，

我们对神的爱也增进了；还有我们在一些胜不过的事情，我们能胜

过了，我们的灵命长进了。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一提到十字架，就觉得它很苦很苦，就

像刚才提到约伯那样，很苦很苦。但是，因为他是约伯，他原来已

经是一个完全人，神知道他经受的起，所以，神才允许让他遇到那

么苦的东西，那么苦的事情，我们还不是约伯。神不会给我们的十

字架超过我们所能受的。所以，我还没有听过有那一个见证，是像

约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假如是像他那样，受那样的苦，

我们经受不了，所以，神不会给我们，神给我们的十字架都是量过

的，都是只要我们来，我们稍微转向他，我们来依靠祂，我们就可

以，承受的得了。甚至，在我们承受不了的的时候，祂会给我们另

开一条出路，叫我们承受的住。就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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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不要太怕这个十字架，不要太怕。要知道说，祂是

带我们来成长的，带我们来更加像耶稣的，带我们来进入荣耀的。 

第三部分 53:20-结束 

我想我要请凤莲牧师来分享，或者回应。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

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凤莲牧师：感谢主！今天我们听郭牧师这样的分享，我们学习

了一个人的生命，那她讲到约伯的生命。但是，我想这段剩下的时

间，我想能够让大家更加的清楚，关于我们这个月接下来，我们要

讲到圣灵、肉体、十字架，这些都是讲到生命的。就是说，当我们

过内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头就会有关系到圣灵，关系到肉

体，然后关系到十字架。 

刚才郭牧师已经很清楚的讲到，圣灵，肉体。其实“肉体”就是

我们这个“老我”，这个“己”；圣灵，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

被圣灵充满，圣灵从此就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呢，就有自己还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所以，

刚才她有说到，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就是说“我自己的意思”，跟

“圣灵的意思”，或者说是“神的意思”，是一直相争的。为什么？因为

我们一路以来，我们都是用自己，就是自己想要怎么样，自己觉着

怎么样，自己决定，都是我们靠己来行事；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

稣之后，我们被圣灵充满过后，我们要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其实祂就是要管制我们，叫我们这个人降服在圣灵之下。但是，我

们的老我还很大，所以，这个老我需要被对付，被破碎，被我们，

“向己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讲到十

字架，就是向己死。然后，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里头，

我们向己死，一直向己死，我们才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

神所爱的，就是我们这些新妇们，一直的被主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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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己，怎么样能够舍己？因为主耶稣说：“若

有人要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你一定要没有

自己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苦难，你已经没有自己了，

就是你已经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里头。 

当讲到这个十字架，我就想到，主耶稣其实就是最好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祂已经是完全的降服，因为祂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祂

的“己”跟神的旨意有相争，因为祂在祷告，祂很挣扎很痛苦，祂说

“我的心极其难过”，忧伤几乎要死，里面自己的意思，要完全的被

放下，完全的死去。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没有己了，

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讲到十字

架时候，我们这个老我就要被对付，我们生命里头一直要被改变，

被对付，被塑造，成为主耶稣的新妇，就是这样单单爱祂，单单的

跟随祂，单单要祂，没有其它的是我们所要的，而是我们只要耶稣，

只要一直的跟着祂。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关系到圣灵、肉体、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就是讲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所以，

主耶稣祂在最后祂说什么？祂说：“阿爸父，”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的

第十四章，祂在 36 节这样说（我从 34 节读给大家听，我们大家都

会很清楚，那个时候，祂的己被完全的放下，这个其实就是十字架

的意思。）祂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儆

醒。”祂就跟门徒说，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趟若可

行，便叫那时候过去，”祂说：“阿爸父啊！在祢凡事都能，请将这

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祢的意思。”祂说“不要从我

的意思，只要从祢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进入

内在生活，当我们过跟随圣灵的水流的时候，我们就会要经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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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主啊，父啊！不要从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

意思。”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第三部分  60:00-结束 

刚才郭牧师又讲到约伯的见证——约伯生命的被剥夺。其实就

是经过完全把他的“老我”，把他的“己”，他自己完全的除去。虽然他

曾经是个义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可是，他可能是自己觉得自

己是个义人，不是因为神看到的，而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好。所以

这个也是我们生命里，我们常常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我想讲我自己生命的一个见证。当我进入内在生活圣灵的水流，

就被圣灵光照、就被圣灵带领，知道每一次圣灵在我里面作的事。

我的肉体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应该作的，我不去作；我不应该作的，

我却去作。”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那种状况。他说：“我要

立志行善，但是我又作不出来。”（参罗 7:19-20）我们常常就是在

这样的状况里面。 我进入这个内在生活，因为有圣灵的光照，有圣

灵的带领，才明白。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为什

么我们需要更多要祂、更多的渴慕祂、更多地亲近祂、更多的爱祂。

为什么，要更多地被祂充满？因为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一些的改变。所以，只有圣灵才能够这样的带领我们，祂

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进入内在生活以后，我才发觉到在我的

生命里头，其实，圣灵已经让我经历了一些十字架的功课，看到了

自己肉体的那种行为，当然，这个不是一次的，这个是很多很多很

多次的。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很多需要被改变的。 

我讲其中一个见证，就是我在 1996 年的时候，当时我进入牧

会三年了，靠着自己的努力，把教会带上来了，人数从十多位发展

到一百多位信徒。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还不错，觉得自己很厉害，

觉得自己很爱耶稣啊，你看：我耶稣啊，我为主带领祂的教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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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候，我对内在生活这块还不是很清楚。三年过后，我竟然体力

消耗过度，我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进入了英文说（1:03:35 英文）

我进入一个很深的忧郁症里面。那时我所有的服事要全部停止，那

个时候，我的职份没有被剥夺，只是停止所有的服事。因为我以前

太爱服事了，我以为爱神就是服侍祂、拼命的为祂作工。然后就在

那段的时间里面，每一天，因为我不能出去了，我只有一个人常常

呼求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主在塑造、在剥夺。那

时候，我记得每天晚上，主就会问我一句话，祂说：“你看，你现在

什么都不能服侍了，你还会爱我吗？”主每个晚上都会问我这句话：

“你还会爱我吗？”“你现在不能服侍了，你还爱我吗？”“你现在不能

够作了，你还爱我吗？”“你现在不能作这个、不能作那个、你现在

不能在教会里带领了、也不能带领祷告会、也不能带领青少年、也

不能带领小组、也不能够作领袖了、也不能作领导了，你还爱我

吗？”祂每个晚上问我这一句话：“你还爱我吗？”然后，我每天晚上，

我流着眼泪说：“主啊，我现在什么都不能作，我还是爱祢，我仍然

爱祢。”你看，当时我不明白，其实这就是主把我生命里爱工作、爱

外面除去，把我的心转向给祂，就是说“你要单单的爱我。”但是那

个时候我还很肤浅，也很年轻，不是很知道。直等到我真正的进入

这个内在生活，2006 年我跟周牧师（周爸爸）进入了真正的内在生

活。圣灵的光照，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明白原来那个就是其中一个

十字架，你要背的。就是在你生命里头，祂一直要调我们这个人，

要把我们调整过来。其实有很多方面祂要调整的。这个是我其中一

个我经历的，在那一方面，祂问我：“你还爱我吗？你仍然爱我吗？

你什么都不可以作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的回应，每天晚上流着

眼泪，降服在祂的脚前说：“主啊，我爱祢，可是我什么都不能了。”

过后，我就进入了三个月单单跟主在一起的时间。那个才是真正的

与神独处的内在生活。我当时我不懂，直等到 2006 年我进入圣灵

的水流，我真的跟神连上了，我就开始明白了，原来这个就是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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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的道路，这个就是对付我的肉体——我自己意思、我所要的。

圣灵这样的带领。 

我今天在最后几分钟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灵、肉体、十字架，

不要看了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很大，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说：你这个

人要怎么样的被对付、被改变、被塑造、被剥夺、被拆毁，然后再

重新建造，就会跟圣灵、肉体、十字架有关系的。 

肉体——就是自己的意思；圣灵——就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来

管制我们，好叫我们有能力胜过十字架的路。不然的话，我们是没

有办法来胜过的。 

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走

十字架的路，其实就是一直的爱神、一直的爱耶稣、过内在生活、

操练多多地等候祂、多多地跟神连结、多多地爱祂。因为当我们一

跟神连上了，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我想就把一条路——就

是我们过内在生活的路。为什么我说：“过内在生活是一个末世的信

息”——唯一的就是让我们一直地爱祂，一直地爱祂，我们就会明白

圣灵的工作、肉体的丑陋、肉体的败坏，然后我们就明白十字架道

路的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紧紧地跟随主，我们就越来越多地祂

在我们的里面。 

你知道吗？什么叫荣耀的教会？其实就是主要更多地充满我们，

把祂的荣耀充满我们这个人。但是，除非我们这个“老我”，除非我

们这个“肉体”是被对付的。没有被对付的，你是。 

所以，我所经历的那个，就像约伯说：“我曾经风闻有祢，我如

今亲眼看见祢”。（参伯 42:5）我可以说：“我曾经只是爱服事祢，

但是，我现在是要来爱祢。”所以我想，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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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交回给我们的郭牧师，好叫郭牧师可

以再作一个总结，然后为我们大家祷告。谢谢大家！加油啊，我们

就会越来越好的。好，把时间交回给郭牧师。 

好。谢谢凤莲牧师！ 

我知道凤莲牧师是一个被破碎过，被剥夺过的人，所以她有亲

身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可以跟我们分享，而且她是被神带过来了，

已经胜过了，所以她现在很喜乐。 

我上个礼拜跟她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已经很喜乐，她常常是这样笑笑的。我最喜欢凤莲牧师的招牌是

笑脸，所以，这个笑脸，觉得好单纯，好爱主，好喜乐，所以她跟

我讲），她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说：“真的吗？”我想象不出

她以前怎么不是这样，她说她是愁眉苦脸的。这个就是一个荣耀的

见证。 

我们今天其实讲这三个东西，你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信

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生命，是属祂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但是

这个生命还是很幼小，很幼小，这个生命还需要成长；而同时在我

们里面还有那个老生命，那个老我，那个自己，那个老亚当，也就

是肉体，也就是我们的罪性，也就是情欲。这个东西还在我们里面，

甚至我们这个肉体比那个新生命，比神的生命还要大很多很多，而

我们那个属神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说我们要像耶稣，我们最后要

完全就是与神联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

就是这个属神的生命，我们需要成长、成长、成长，那个肉体是需

要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我们这个肉体，他就是一直来抵挡，

抵挡圣灵，跟祂相争，不让祂作工，所以这个肉体是这么可恶的，

这么讨厌的东西，我们非得要让这个肉体来完全降服，让他死掉，

最好的降服就是他完全死掉，他就，他死掉了，他死掉一点——那



JMI   2020   春   周五   郭老师 林老师 

Page 20 of 22 

 

一点抵挡圣灵的能力就少一点了；再死掉一点就抵挡圣灵的，圣灵

要作工的阻力就再少一点了。所以，我们不断地不断地让这个肉体

死、死、死，我们不是说死一次，死两次，是死一点，再死一点，

再死一点。（阿们！）完全死了就没有，就不会，就不用再死了。

是我们死一点还有，比如说，现在我们里边的神的生命只是百分之

五，我们的肉体是百分之九十五，那我们今天遇到一些问题，我知

道说：“主啊，不行啊，我没有喜乐啊。”或者是“哦，我没有温柔，

我需要温柔啊。”我们向神求，向神求，然后就，圣灵帮助我们就死

掉一点，好，可能变成百分之九十了，那么那个神的生命就多一点

了，就是百分之十了，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死掉，死掉，

死掉，那么神的生命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慢慢我们

就变成像耶稣了。（阿们！）而这个死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多时候

是靠十字架。（是。）明白吗？刚才凤莲牧师分享的，就是神给她

一个环境，甚至因着那个环境的缘故，给她一个疾病，让她什么也

没办法做了。她没办法做了，她想做也没办法做了，这个时候不得

不每天都来向神面前呼求、呼求、叹息，那神只问她一句话，我觉

得这句话好重要——就是：“你现在这样，你还爱我吗？”就像主耶

稣问彼得，主耶稣问彼得只是三次。主耶稣问凤莲牧师，她说天天

都这句话，我不知道问了多久。她说：“我还是爱祢。”“爱祢”是什么

意思呢？爱耶稣就是愿意顺服祂，（阿们！）相信祂，相信祂不会

错，相信在这个环境中，祂还在。（阿们！）我仍然要来相信祂，

依靠祂，我要——我还是要爱祂，我没有想要离开这里，我不能服

侍，过去我以为神在服侍当中，当然神会在服侍当中，但是神不，

不完全，神可以，神是在任何情况中都在。我们现在更经历到神在

线上，God is Online. （阿们！）在任何情况中，神都在。我在服侍，

神在；我没有在服侍，神也在；我在安静等候祂的时候，祂更在，

祂更在这里。所以，我相信祂，我要依靠祂，我还是要爱祂。“除了

祢，我还有什么呢？主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这个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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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继续作，（阿们！）作到一天，我们释放了，释放了——那

就说这个功课翻篇了，我得着了，我这部分，我死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感动要

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不能长进，有了圣灵，

还是不能长进，为什么呢？因为里边有一个跟圣灵相争、抵挡的东

西，这个东西必须去掉，必须死掉！神就是用十字架的方法，绝大

多数时候，神是用十字架，圣灵是用十字架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

不愿意对付自己，那么十字架就慢慢使我们明白，甚至是没办法，

不得不服下来。（阿们！）有一个环境，我不服下来，我没办法了，

我连神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同意让十字架在我们的身

上，十字架很顺利可以作工，可以把我们那个己打掉，那一个部分

的己拿掉。哦，就像约伯一样，后来他就得到祝福了，最大的祝福

就是他亲眼看见遇见神，他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风闻有祂，他就是

信心里来敬畏祂，他现在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神了，他跟神的关

系更是很难切断了，而且接着他所失去的东西，神都加倍地还给他，

赏赐给他。多荣耀的事情，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开头第一

课，盼望我们下来，我们能够，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更来认识自己，

也更来认识圣灵怎么来帮助我们去掉这个己，还有十字架的工作是

多么地荣耀。感谢神！ 

主啊，我们感谢祢！我们赞美祢！主啊，祢是神，我们……祢

做事我们不明白，但是当我们来亲近祢，圣灵就会带领我们更加明

白，当祢向我们显现，我们就明白了，豁然开朗了。 

主啊，让我们在这一课里边我们更多更多渴慕祢的，爱慕祢的，

在争战当中的我们的家人们能够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看到是什么拦

阻我们进步，什么拦阻我们像耶稣，我们更愿意神，更欢迎圣灵在

我们身上作工，我们更加饥渴更多的呼求神，主啊，祢就在我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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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主啊，藉着这个课，更加藉着我们听的，我们愿意，我们来

向祢要，主啊，祢就制作我们，使我们真的是一个个就变成越像越

像新娘的样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好，我们今天的课已经超过一点时间，就到这里，神祝福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