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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交流会 2020 .7.4 

那在我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偉大 
00.00-00.10  

 

各位弟兄姊妹好！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在线上跟你们见面，哈利路亚，谢谢主！还有的人还在

陆续上线。我们还是回到里面，还是要与主连上，首先和祂连上。哦！与主连上多么重要，

多么重要，使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主连着就像一直拉着那个生命线。赞美主，就像那个胎儿，

他那个脐带，他所有的供应就是在那个脐带，就是要与母亲要连着、连在一起。我们也是这

样，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 

 

唱诗歌:《耶稣耶稣最爱救主》 

 

主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主的笑容呢？就是你心里面一想到祂，你就喜乐，你就

很舒服，你就很得安慰，你觉得很甘甜。或者呢，你没有这些感觉，但是你确实觉得好平静，

好安息，这一些都包含在主的笑容的里面。我们不要想象主的笑容是什么样，要感受，我们

可以用我们的心来感受。你要知道我们跟神所有的关系都在灵里或在心灵里，我们对祂的认

识、体会、明白，基本上都是在心灵里跟祂的交往，享受祂的同在，享受祂的爱，享受祂的

自己，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作用吧。 

 

所以我常说，我们要来亲近神，要用对了那个机关。我们看东西，除了用眼睛，我们用什么

来看呢？听声音当然是用耳朵，闻味道，你就是要用鼻子，尝味道呢，你就是要用你的舌头。

那我们来接触神，我们来听祂的声音，尝尝主恩的滋味，来看祂，就是用心，哦，这个心，

是个何等奇妙的一个，神所造的这个，神给我们造的是两个心，实在说，一个在我们人体里

面的那个心脏，另外一个心，哎呀！那是看不见的，那个所有的奇妙，都在那个心的里面。

哎呀，那个心，就是神要得着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内心的世界，多么宝贵，我们做人，

我们活着，能否快乐能否有意义，这完全在这个心的里面，心灵的里面。感谢主，而且要记

得，主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利路亚，谢谢主！ 

 

主啊！谢谢祢，谢谢祢，祢拣选了我们这个罪人，让我们蒙恩让我得救，让我们重生，让我

们不但借着圣灵重生。而且呢？要领受你的圣灵的洗，充满浇灌我们的全人，让我们可以不

仅住在祢的里面，消失在祢的里面，祢也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这是何等奇妙的救

恩，what a wonderful summer vacation，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

祢要开我们的眼睛，祢要夺去我们的心，不要让这颗心给祢以外这些世界上的。主啊！各式

各样的，就是五颜六色，主啊！祢要向我们显现，当祢向我们显现的时候，这世界所有的颜

色都要失去。哈利路亚！今天，主啊！在这一个半小时的里面，祢既然吸引了我们的弟兄和

姐妹，从四面八方的这样聚集在祢的面前。虽然我们是坐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哦！主啊！

或是电视机。可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坐在祢的脚前，我们是坐在亲爱的耶稣的脚前。主啊！

这个时候吸引我们更近拉近，把我们拉得与祢更近。哈利路亚！求祢的双手这时候来紧紧的

抱住我们，抱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姐妹，让我们来享受祢的同在，祢的温暖、祢的大爱、测

不透的爱，我们等候祢。 

 

唱诗歌:《居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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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享受，这个时候要享受，要感恩，要吸收，吸收祂的生命，哈利路亚！就像那个新鲜空气，

我们到了外面，多呼吸。有的人走在树底下，因为树里面，说是这个氧气多、养分多，他就

多呼吸几次。哦！当我们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多呼吸一些这个永

生的氧气。赞美主！ 

 

我非常喜欢大卫那一篇的诗，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在耶和华的面前，我的心平静安稳，

像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参诗:131:2）断了奶的婴孩的意思，就是他满足了，他没

有断奶呀，他一直要吃奶，断了奶他就满足了，这是说出他在神面前的满足，平静安稳。 

 

今天早上起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 8 节那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那就是，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像一再的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更大，那在你

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这什么意思呢？约翰同时他也告诉我们， 

 

2020.7.4 生命交流会 00:10——00:20 

约翰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说：“全世界都卧在，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卧在那恶者

的手。”（参约壹 5:19）可是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参约壹 4:4） 

哈利路亚！我今天早上想到这里，那个里面就是特别的有力量！赞美主！今天早上跟昨天早

上呢是很不一样。昨天早上一起来就是师母一直觉得不舒服，夜里面也没有睡好，人很不舒

服。然后我就摸她的头，有点发热。哦！我就赶紧就给她就量体温，量了体温以后，我就看

了，98度点 6，98度点 6，那个正常的体温不应该超过 98度，平常是 97度点 8、点 5。所

以我就有点，心情就开始有点沉重了。那还有呢，昨天预约了要在线上，要跟一群讲英语的，

渴慕这个安静等候神的这个信息，一群，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邀请我。哦！11 点钟，所以

弄的我早上也不能够好好地在那里安静，很多的打岔。赞美主！但是后来给我女儿，女儿她

是医士，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98度点 6不算高，也可以说是正常的。你就给她吃一颗

退烧药吧。”好吧，我就给她吃了退烧药，然后我就给她祷告，可是心情就是有点不一样。

那我还是预备我的聚会，我必须要陪她，可以让她好好地在休息。 

赞美主！然后我就中午就上线了，下线了以后呢，我再去量量她的烧，开始有点退了，那我

就说还要再等到下午看。因为现在在美国的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那个感染的人，这个数字

就是一天比一天的多，一天有好几万人，四五万，他们那些专家预测，可能要超过十万人，

这是每天的这个统计的数字。所以现在呢，现在这个时候发烧，人都不想到别的，就想到这

个冠状的这个，这个病毒。感谢主！那我就等到下午再看，傍晚再看，然后她就退烧了，我

再去量她就没有再发烧了。我就知道她说她前天晚上泡脚的时候，可能有点着凉，那也很可

能。可是现在人就是那么，那么紧张，因为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的真相就是发烧、咳嗽。 

感谢主！今天早上醒来，那个心情就觉得“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比这世界的更

大！”一直地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是更大！”然后我就好像有一点在问主：

“还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这句话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你在世界上，你认为最伟大的

人物，在你里面的都比他大！阿们！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有时候不知不觉地，我们会崇拜一些

人，因为那个，那个崇拜英雄的那个心态，就每一个人都有。年轻人么，当然就是什么体育

明星啊，这个好娱乐的，就是影剧界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偶像，他们所崇拜的。那么还有呢，

也在教会里面，基督教里面，也会崇拜那些属灵的伟人。哎呦，你看看！所以今天早上主就

特别地这句话提醒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记得，那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位

都还大！如果祂是大过那恶者魔鬼，那就比任何人都还大！祂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

赞美，配得我们的称颂，配得我们来高举！哦，赞美主！我们要对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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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认识那在我们里面的！我常常鼓励人就是你要回到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弟兄

姐妹未必懂。当然他，感谢主，就是很多人现在知道了回到主里面，回到主面前。但是你要

记得这一节，你回到主面前，祂比世界上更大！比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更大！比世界上的任何

一个困难更大！更容易解决！世界上的任何的能力、力量，不管是核子、核弹的能力，什么

能力。虽然在这个地上，我实在是觉得很多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个比较独裁的国家就是，

他们都认为说就是这个天下只有他们，只有他们是神。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了，保罗所说的：“末后的日子，那个敌基督的要来，那个大罪人。”（参帖后 2:3）约翰就

告诉我们说：“敌基督的已经来了，而且有好些都在这个世界上。”（参约壹 2:18）这个好些，

他不是一个人，那个大罪人，他不是指的单单一个。什么是，谁是大罪人呢？凡是以自己取

代神的地位的，那就是那个大罪人。他就是坐在神的殿里面，这就是末后的时代，这就是告

诉我们，你看多少，你要是从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要从古时候的那些帝国、帝王，你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多少都是自己以为是神，不管是斯大林啊、是毛泽东啊、或者是马克思

啊、列宁啊这一类，这都是圣经所说那个“敌基督者”、“敌基督”，任何在这个地球上，任

何一个国家的领袖，我们当然未必，我们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但是神知道。你知道那

个《但以理书》，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当他在那里自夸什么都是他所建造的时候，别人当然

不知道他那个心，哦，神已经看到他那个心，他那个话还没有说完，神的惩罚就临到他了。

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任何一个在地上的，一个政权的一个，一个领导人，不管是民主国

家或共产国家，或者是其他的独裁的国家，他只要以自己以为就是神了，我告诉你，他就不

会长久。就是说，他的，他的命已经定了，当然谁来定，只有我们的神可以定。 

哦！“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后来我今，我早上我说，我们应该要换一个说

法，换成比较个人的，more personal，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

不好，你跟我一起说：“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赞美主！我说的时候我要大

声喊叫，“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哈利路亚！哦，我说的时候我的里面就满

有能力，满有能力！然后就有我比较熟的，这几句的经文，那就来到了，我跟你们就读，就

三处就可以， 

 

生命交流会 2020.7.04 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大 

20:00_30:00 

我说的时候我的里面满有能力，满有能力，然后呢？就有我比较熟的这几句的经文，那就来

到了，我跟你们就读这三处就可以，都在《诗篇》里面。诗篇二十二篇 28 节（这是我以前

读的时候画出来的），28节说：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国家的一个权柄。国家的政权是耶和

华的。祂是管理万国的，祂是管理万国的。 

在《但以理书》，刚才我提到的《但以理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你看神怎样对付那个狂傲的

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就讲到，耶和华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 

我们所看到的，当然是这些国家的总统、总理、主席啊这一类的。我告诉你，神是坐在宝座

上。是看不见的神，祂是坐在祂的宝座上，祂来管理万国。 

然后就 28 章，（你要把这些记下来，你若能相信的话，那你就相信）。真的，那个国权是在

耶和华的手里，属于耶和华的。祂是管理万国的！ 

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世上所有的国都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我主就是你、我的主。主

基督祂是全球的、全宇宙的主的那个国。 

第二十八章 9 节、10 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祂

不是一时的，地上的这个政权都是一时的。现在像总统最多两任，一任四年共八年，有的再

长一点，或者呢也有终身的，那不管怎么样？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都是很有限的、都是

短暂的。但是，神坐着为王，祂是直到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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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再次说到四十七篇 8节：神作王治理万国。诗篇二十二篇说：祂是管理万国，治理万国。

这也是一个意思。 

神作王祂是治理万国。神坐在祂的圣宝座上面。因为祂是圣者，祂的灵是圣灵。 

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想到祂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祂说是圣灵，耶和华圣者的灵，在你的

里面，在我的里面。你看看爱我们，爱到这么一个地步，多么的爱我们。赞美主！ 

那我就联想到这些日子，这些日子、这个世界上的人，也许比较容易倾向神。这时候你可以

跟他讲到神也许比较容易。当然也有一些人这个时候感觉到需要有神。 

尤其是我们这些基督里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就更需要有神，我就觉得这个疫情谁能够止住这

个疫情呢？除了这位管理万国的神之外，统管万有，创造天地宇宙之主，谁能够来止住呢？

而预防，很多人一些预防的方式，都应该做的都要做，都要做。我比较主张要做，要戴口罩、

要洗手、要谨慎、要小心这样的。 

但是呢，我们不论怎么预防，都不如耶和华祂的保护，都不如我们把自己交在祂的手中。那

是一种最有效、最稳妥的预防。你说还有谁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这样交托和信任祂的？就

是神！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记得，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而在我们里面的

这一位啊，祂是治理万国的。那个国权都在祂的手中，祂是永远坐着为王的。洪水泛滥之时，

有再大的灾难啊，祂都在宝座上，一切都在祂的掌握之下、在祂的决定、祂的权限之下。 

所以这些日子的祷告，很多人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感谢主！给我们网校线上的也有不少的弟

兄姐妹就参加这个禁食祷告啊，有的是连续的 24 小时的这样的禁食的祷告。这是最对的一

件事，这是最好的预防，最有效果的预防。其他的预防要不要？当然要，该做的我都要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想到神的伟大。所以这节经文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伟”，伟大。那

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伟大。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原文呢，我去查了一下

它就是 great，greater 的意思更伟大，这个英文 greater是更伟大，这个 big、large那才

是指大小的大，可是这里所说的大不是大小的大，乃是那个伟大。祂的伟大、祂的能力、祂

的智慧。哈利路亚！祂的爱！什么都是超过任何人的，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聚焦

在耶稣的身上，要常常回到里面。不要看自己、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你要相信那在你里

面的主，祂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们强调这些，比如要与圣经连结，要与圣灵连结，最后到的就是要与主连结。我必须

要跟圣经连结，但是跟圣经连结，如果你没有跟主连结，没有跟那个圣灵连结，这个连结还

是不完全的。对吧，不是光读经就够了。如果够的话，那神就不会把圣灵赐给我们。也不是

说我们光被圣灵充满就够了，还要认识这位一切基督是一切，一切之内的这一位的基督。我

们还要去认识祂，这个乃是在圣灵里面来认识祂的。 

我们不是得着圣灵、得着一点能力，得着一点恩赐，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就是这样，有一点能

力了，医病、赶鬼也可以看异象了。也可以说方言、说预言了，这些都是神所赐的，这是好

的。可是，那更好的呢？就是那个源头，那个更丰富的、更荣耀的、比这些恩赐更荣耀的，

那就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位比世界上更伟大的主。更伟大的主！感谢主！ 

我们最近就是花时间在圣经上弟兄姊妹们比较多。我还要鼓励你们，有更多的人化更多的时

间在读经。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如果你一直读经，而没有与主连结。你不是读到圣经里面

读到人的身上，你是读到主的身上，读到主的基督的里面，你这个读经就对了。那么还要怎

么样？还要与圣灵连结。对不对？与圣灵连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把你

所读的圣经要在生活中要活出来。 

 

2020.7.04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30:00_40:00 

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把你所读的圣经要在生活中要活出来。那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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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那就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在挑战的时候、在考验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所显

明出来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就是。你必须要靠着圣灵，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那你

表现出来，那就是你的老我了，那就是你的自己，那就是肉体。 

所以，保罗他说：我们要跟随圣灵，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他说，你们如果随从圣灵而行，

就不属肉体了，你们就属灵了，你如果是顺从圣灵，肉体就没有地位了，如果你不顺从圣灵，

你光读圣经，你没有顺从圣灵，没有让这个内住的圣灵啊，来管理你，管理你的思想、管理

你的言语、管理你的态度。那当然了，那你那个读经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就说，我们必须要有那个平衡，平衡要经过考验的，当考验的时候，显出来的我们那

个真实，那才是我们真实的光景。要知道，我们需要常常回到里面，我们不能没有那在我们

里面的主，因为祂比一切更伟大。祂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鼓励你们，多花时间在圣经的里面，也要来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只是一些感

觉，你第一次的时候，你会有难免会有各种不同的感觉，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你是受祂的

管制，你的思想、言语、行为，被祂管的越来越多，那就是圣灵充满的越来越多的意思。知

道吗？那么当然也就是被耶稣所充满，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再这样子跟弟兄姐妹再提醒，

常常想到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伟大！没有一个人能大过祂，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祂，

我们要永远高举祂，我们要永远的定睛在祂的身上。我们要永远的要传说、传讲祂； 

其实，我们查经，都要讲，都要把耶稣基督讲出来，因为全本圣经都是讲祂的，直接的、间

接的、用预表的方式，预言的方式，都是讲到祂的，还有呢你们要去听，查经的时候要记得，

你们无论两三个人在一起查经也好，或者是人多，或者是请别人给你们查经也好，你们都要

留心、留心听，你们的查经或听别人讲的查经，他是不是一直让你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查经

就是对了，如果不是让你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查经就不对。不是说圣经有问题，而是这个

人有问题。要会分辩，要有这个分辩。 

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跟大家提一提怎么样分辨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这些我们都需要

会分辩，感谢主！ 

已经有不少在我们网校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这个分辩的能力了。他们能够一听，哎，这个

人讲的他们能够分辨的出来，哎，！这个人讲的是出于神的。那个人讲的，嗯，不是出于神

的，这是神所赐给的一个分辨的能力。我们要特别的宝贵，特别的感恩。要宝贵，而且如果

你这样的很严格的话，那你里面就会越来越纯净。 

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第七章那里讲到那个眼睛，祂说眼睛就是身体上的灯，祂说的是里面。灵

里的眼睛被打开，祂说如果你的眼睛（这个英文翻译很好）是“single”中文翻译是“嘹亮”，

你里面的眼睛如果嘹亮，英文如果是单一，“single”是单单一个。全身都是明亮的。意思

是说你如果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你所看到的耶稣就是一切，又在一切的里面。 

你全身都是明亮，意思是说你都看透了，你都看的清清楚楚的，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

于神，你都看的清清楚楚的。这个是你、我要常常要祷告的，而且要宝贵。当主给你有这个

分辨的时候。你立刻就要照着里面的带领，你就要分的很清楚，要分的很清楚。当你这样越

顺服圣灵，越照着主给你的看见的去做的时候，你里面的眼睛会越来越单一“single”不再

复杂，不会看很多东西了。主恩待我们。赞美你！ 

祷告:主啊！求你把那个单一的眼睛，就是那个鸽子眼，那么单纯，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和

姐妹。主！今天早上你既然释放了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鸽子眼那样

的一个单纯爱你的心，主啊！继续带领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做那个纯净的工作，还要除去我

们里面的杂质。那个哦主啊！，只有你知道，求主你来、你来炼净我们。谢谢主！你这么爱

我们！主啊你要我们那么样的单纯，那么样的纯净像你那样的圣洁纯净。主，谢谢你！祝福

你的话，你的灵继续的运行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主啊！你也祝福我们下面的有弟

兄姐妹的见证，你来继续的带领，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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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至少有两位，如果这个有时间第一位跟我分享见证的是上海的姐妹，

她带了两个小组，常常有很多的见证，每次跟我语音留言的就讲了很多的见证，我觉得呀，

在线上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好不好，现在就请你来跟我们分享： 

见证一：感谢主！真的是这样宝贵。真的是为周牧师我非常的感恩。感恩我们的主，拣选了

我们。还把我们带到内在生活这样一条窄路。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想要分享的就

是神的作为。我们这个小组本来就建立的也就是为神做见证的小组。就说什么都不要讲，就

讲耶稣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如果失败也没有关系，重新再来。所以说这样一个

小组的建立底子很好，根基扎的很牢。 

那周一小组是等候神的小组。那我们周三小组也是等候神的。就是说作见证主要，作见证。

作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光是作成功的见证。很多我们在操作了半天呢，有时候以为是

对的，其实，很多也很失败，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作，还要等着一看不行，还是在肉体里面

跑出很多见证。也就是说我也觉得很好。为什么呢？在失败当中我们越会学习重新站起来。

我一直强调是周牧师一直所讲的要持守，要持守。我这次听到网校的两个老师讲的也就是持

守。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得着，一半就跑了呢？是他没有持守，因为他觉得应该他要得了，其

实不是的；神鉴察我们的心，而这个心刚才周牧师刚才讲的一直讲的非常重要；这个心和心

灵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用心去学一件事情，我想比不用心要学得更好，神就是要监

察我们这个心；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每次在好像是大事大非面前，圣灵就很奇妙的感动，祂不是感动我就是

感动姐妹。我们就一交流， 哎！大家就 24小时一个平台给设立起来了。等到一建立，马上

外面的疫情就非常严重。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非常严重，回来一建立。。。。。。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没有那么严重吗？后来一建立确实天天疫情就报出来了，很严重，

所以就知道我们就为祂做见证，在祂的面前就就啥都没有，主啊，我什么都没有，主啊圣灵

你来做工，你来引导我们小组，我们姐妹们都是这样，我就看到一个个姐妹她们的生命的改

变在他们的见证当中，不经意的交流当中，就把神的生命活出来了，我自己很得到造就，我

得到很受益，就是经常性听到一些姐妹她在不经意讲，就知道他学的经文他在用，那我就觉

得很奇妙，就是这条路就是内在的在里面的，跟神在里面的关系，而不是在外面去彰显，我

要做这我要做那不是的神是没有让我们那么劳累。那么苦哈哈的在外面累的要命，就周牧师

刚才说是享受。那我早晨等候的时候我一直说大家放松，不要那么很紧张的那种感觉，你就

把你自己完全放下，昨天再不好没关系。你昨天在成功不要再记着，就放下自己。让你轻松

的时候，你自然心里就安静了。刚才我真的很奇妙，周牧师唱的居主里，我想主啊，我分享

什么圣灵就给我这首歌，后来我就来居主里，主啊居主里就是让我一直住在里面持守，这个

主题跟我们 Jmi 的主题，我们上的课连上了十字架己生命，是要一直在这样一个持守下面，

我们才能够里面有更多的开启，否则这个短期的好像这个培训一样的，那是没有用的，一段

时间下来也不会坚固，也不会持守下去，就像开特会我们很开心很得着，但我们回来如果不

持守等候，不持守跟圣灵连接，那一段时间下来就会冷淡，所以我们现在读经刚才周牧师也

讲了，必须跟圣灵在连接，三个连接我们小组也是一直强调，如果你读经时候有亮光，而是

对我生命有改变，对我生命有些提醒，刚才周牧师说的态度啊，处理关系啊，我的教会啊，

我放在什么位置，或者我自己是个带领了好骄傲了，就是圣经启示都是教导我们，就像他在

提醒我你这个不对了，你应该怎样怎样，跟圣灵是一样的，当圣灵一提醒跟圣经一结合我们

就有根据，圣经就是一个基础给了我们圣灵开启的，圣灵启示的这本圣经，这样我就很多得

着每次查经也好，或者在分享也好，我就是带大家有一种。你一定要进去不要在肉体里，你

要靠你里面的圣灵祂会帮助你，让你显出你自己里面不足的地方，这样读经读经是亮光，在

这个指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又照的刚才所说的活出来生活是信仰信仰是生活而不是把他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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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聚会的时候很好，等到结束了又跑到旧造里边了，我说这个亮光，就分享这个亮光，那

实际的时候又没有亮光，哪怕听了一句两句就扎到里面去，圣灵很奇妙的，真正愿意学祂的

时候祂真的去，衪可以让你我都可以经历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他的话是空洞，他的话句句都

可以在实际当中经历，所以刚才讲到我们祷告，到现在这个平台一直搁着，现在到一个什么

自由的程度主要圣灵感动你，随时上去只要他感动你就上去祷告，你今天是有负担，对这个

疫情，对美国对中国对民族对今天的教会有负担，就随时可以祷告，我就看到这个平台的活

跃，当然有很多的，就周牧师说的我们必须要跟神要对齐到不对齐的时候，走一走走一走。

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然后呢，谁来督责？我们今天现在查的就是《哥林多前书》，我

就看到那个保罗，他就是一个督责的人，就专门督促他们，而且责备有些不好的去指出他们，

写信去，然后叫人带口信写信或者亲自到格林多教会，我觉得那个时候教会的问题和现在教

会的问题有一些地方是一样的，有。其实我真的是感恩但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好的不好的都

不知道，我真是感恩，周牧师说加麦团队给到我们就是一个督责的引导，讲到一点就是我们

平时说的很好的事情大家都很容易接受，阿门，阿门，一些很艰难的事情上就不行了。就打

鼓了对不对，往往我们是艰难的时候我们靠主就得胜，你要靠主就居主里，你必须要一直跟

祂连接就持守，就仰望耶稣也是持守，也不管哪节经文，它其实就讲经文的事，刚才周牧师

是《马太福音》就眼睛嘹亮，如果你眼睛是黑暗黑的是无止的大，上个月我们读的就是《马

太福音》。我就觉得跟圣灵一连接，周牧师讲的真的是一个水流里，我刚才唱的那个歌，分

享什么神就给我什么居主里。在主的面前面前安息更深进入他的同在，圣灵就一点点带我，

我说分享什么都不知道，圣灵一充满我一感动，我就抑制不住自己。就刚才周牧师要跳起来

了。找谁呀！圣灵就说找周牧师讲，我就很怕打扰他，因为他年纪大。时间跟这边还有时间

差。凡事要节制。真的很感恩。许红姐妹很奇妙，看啥都不能吃，连水都不想喝，那天他到

我们家来那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大家祷告，大家就为祷。一点点好起来，我的胃口开了，我现

在睡觉也好很多，又来聚会了，他现在一出现，我就知道他好了。那一段时间，我不出现的

时候，我就抓紧给他祷告不气馁，我就祷告不能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联络主的小组，天天

在祷告。我说我不能放松，我要祷告，千万不能放弃，再艰难我们要坚持祷告，所以那天我

一感动就写了一段东西。感谢神这是神的灵来帮助我们。真的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归给那创

始成终的耶稣。他的话永远不改变他的定在天，我们这个人他会改变的，他先感动我们什么

呢？一定要持守在真道上，你今天认可他了，就得走到底。不管多艰难，我就靠着他得胜，

我不管今天失败也好没有关系，我继续等，哪个姐们分享，继续等，不要气馁，不要灰心，

这条路就是这样，上帝试炼我们。所以真的要感谢神，谢谢我们做梦时。天天愿意跟我们分

享给我们祷告，拿着名单给我们一个提名祷告，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算什么呢？我真的

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很不够很不够，还非常的多的亏欠上帝，所以我就说愿意更多的持守在真

道上，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追求，一起来得着他的话语，他的灵的感动，好我今天就分享

到这里。 

以后还有机会听你分享，感谢主，感谢主，下面接下去呢，我们就是要请大连的

那个姐妹，他，他的小组，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个人，现在

呢，好像不到两年吧，一年多，就变成 31 个人，这个成长很快，而且都很认真

的在在追求，在学习，那现在就请姐妹接下去说，周爸好感谢主。 

 

周牧 7.4 生命交流会  00:50-00:60 

 

周爸好，感谢主，嗯是，周爸刚才说我们原来呢就是四个人，两年呢也就是四个人一直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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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原来呢有九个人，但是因着一些搅扰呢，其他的人也就当掉了，那不是神给预备的，

但是为这四个人哪，我心里就是不着急，说有多少个人我们就这几个人呢健健康康的，就是

在主面前灵命平稳的成长。到了疫情，就是今年的春节十九年的春节，也就是走过来有一年

半的时间，主很奇妙，当我们彼此就是四个人（不能在线上聚会的）不能在实体聚会的时候

啊，我们就在线上聚会。很奇妙的神就借着一个姐妹呢，她要找这个过内在生活小组，她到

儿子家来给儿子带孙子、带孙女，就这样呢，我们有线上聚会，她就很乐意，她说我找了半

天了，对，我就要找，现在不能在实体聚会，在线上聚会也好，只要讲主、讲内在生活也好，

但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有了一本《启动内在生命之钥》周牧师的这本书。这是神带领很奇妙，

等她上线后和我们在一起聚会了有两次，哇，她呢就开始把她原来和她在一起追求的渴慕主

的，还在教会里奔跑，但是想渴慕主，想找主好像找不到一直在外面奔跑的，所以火热的姐

妹们就都来了，那就是借着她的手啊，也就是 11 个家人，就来上线了，就上线了到现在就

是有 33 个，有 33 个。当人就是人数增到 20 个的时候，我就跟主说，我主啊，哎呀，不要

了，够了够了，我说我现在这个身量是这样，我的生命好像够不到，哎呀，主说，就说这些

羊是我的，我来喂，你只要你五饼二鱼交在我的手里，顺服我，让我来使用就好了，那好吧，

神给我这样的感动就把我这个担忧就给拿掉了，拿掉了以后呢，之后确实开始陆陆续续的，

现在就是 33 个人，那 33 个人在其中这 33 个人因为我们都彼此不认识，而且住的四面八方，

散居在就是我们这个各地的地方，个人的背景、什么东西都不太不了解。那我就在主面前祷

告，我说:“主啊，祢说的这些羊是祢的，是祢带来的，那祢就自己来亲自牧养。”我里面有

一个什么——这么多人，主啊，我一定不要失迷，就是去忙于这些，很容易把我这个人就是

拖出来了，就进入事工了、去服侍他们然后呢，就是亲近主，这个最上好的是很容易的，人

多了嘛，有各样的需要，很容易，很容易可能在我不警醒的时候，就慢慢的把我迁移出去，

我还不自觉，神有提醒，你还是要和我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要时时的来联与我，那好，那

在聚会当中和家人在一起交通的时候呢，就是一面和家人交通一面就是回到里面来问主啊，

因为都不了解就要交通的这个人这个情况很奇妙很奇妙。神祂自己作，真是基督是一切，我

有一天高兴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就是家人呢我想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线上礼拜三我们就是操

练安静等候神，就是《启动内在生命之钥》这本书，周爸这本书呢我们开始每周三每周三一

小段一小段的，让大家呢就是进度慢一点，但是起到消化吸收的作用，就这样来操练、来学

习、来导读、来这个来就是分享。很奇妙，主作了奇妙在每个人的心中，却发生了那么大的

变化，我自己就好感恩。 

有一个姐妹，她呢，因为她有一个特殊情况，她不能来线上聚会，是别人，别的姊妹就是介

绍给我，给我的时候呢，她的情况，哎呀，我里面就是有一些怜悯，她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

候，因为她给婆婆传福音的时候，婆婆反对她，丈夫还打她。我里面我听的这个另外一个姊

妹讲到她的见证我就心里一直哭一直哭，一个人哭，我说主啊，我要怎么能够帮到这个姊妹

呢？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主就感动我，我在光辉那里买了好几部就是这个播放器，我就给这

个姐妹给她，就一个小小的播放器（感谢主），她听了，她反复听，是神的道，这播放器里

有生命的恩膏，有生命，它是生命之道，这姊妹就一直听一直听，神哪就深入她的心，她就

被改变了，有一天她就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后交通这件事，她说爱玲姐，我谢谢你，哎呀，我

这段时间我听这个周牧师是这个讲道，我听一次我就流泪听一次就流泪，就讲到这个饶恕啊，

她被丈夫给撵到回到自己娘家去了，她说我在妈妈家她说我听这个我里面呢婆婆对她的哎呀，

那种反正苦待呀，她说我也能饶恕了，然后丈夫呢也回来了，能够饶恕丈夫了，就是很奇妙

的一件事。真的然后呢，她说还有呢，我原来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善感的人，特别儿女的事情

特别挂在心上，拿不出去，她说我没有挂虑了，到一种什么地步，女儿和女婿在国外打工，

因着疫情的被关卡的那里回不来，那边疫情很严重，她竟然一点都不牵挂，你说是一件很奇

妙的事，这都是主作的，你看主自己牧养的多好。然后还有姐妹呢，就是她呢也是在这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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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这个媳妇生二胎，她到媳妇家里去，和这个媳妇的妈妈两个人轮班来伺候她的月子，然

后这个媳妇儿就是她自己的妈妈来的时候呢，不让她妈妈做什么，等这个姐妹来的时候，哎

呀，她就说给她攒了好多的衣服，好多天的衣服她妈妈当班的衣服都给她让她洗，哎呀，她

心里就一万个不舒服，心里就是不愿意，说我不洗了，太欺负人了，可是一转面呢，圣灵就

在她里面说感动你现在不是要追求爱我吗?她马上堵在里面这个气就消化了啦，好啦，她就

洗了，洗了然后从儿媳妇家回来以后啊，她就给我马上就给我做这个见证，我里面哇很喜乐，

我就想每一个顺服主的人有一点点顺服有一分的顺服，神加十倍的喜乐。这是我总结过来，

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要顺服在神眼里很宝贵，这也是操练过内在生活，主祂自己

作的，主在现场怎么样来教导她疏导她很奇妙的真神是我们的牧者。还有一个姐妹呢，她也

是在儿子家来带孙子呀，来服侍他们，那这个姐妹她的媳妇很奇妙，真奇妙，因为我跟她有

一些交通，有一些交通我就讲，我在媳妇身上 

周牧 7.4 生命交流会  1:20-结束 君丽 

本来呀，我要给你们要唱一首诗歌的就是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是中文的翻译，在就是

给你们唱一两节，然后我们结束有一点赞美，有一点敬拜。把荣耀归给祂！ 《伟大的神》

歌词 

 

1 主啊我神 我每逢举目观看  祢手所造 一切奇妙大工  看见星宿 又听到隆隆雷声  祢的

大能 遍满了宇宙中 

2 当我想到 神竟愿差祂儿子  降世舍命 我几乎不领会  主在十架 甘愿背我的重担  流血

舍身 为要赦免我罪 

3 当主再来 欢呼声响彻天空  何等喜乐 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 谦恭地崇拜敬奉  并要

颂扬 神啊祢真伟大 

（副歌）  我灵歌唱 赞美救主我神  祢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灵歌唱 赞美救主我神  祢真

伟大 何等伟大 

 

周牧师祷告： 

举起双手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

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大山小山啊，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神所做的一切都要来称颂

祂的伟大，祂的慈爱！祂的怜悯！一直到永远都是这样，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伟大的神，

今天竟然差遣你的圣灵来，而住在我们这渺小的人的里面，哈利路亚！这是主啊！我们难以

想象的！就是何等很奇妙的，一个大的一件大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着你所做的一

切，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是你配得的！因为你要彰显你的荣耀，你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

水充满洋海一般！但愿主耶稣啊！全地啊都要高举你的名！我们就是愿意你的国，早早都能

够降临，你的旨意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散去的时候，你

的灵来浇灌，荣耀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哈利路亚！哦，主，来领受在信心当

中来领受！荣耀的灵要浇灌要充满，再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愿你这个生命之道，

也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主啊，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一切的荣耀尊贵爱戴，都归给我们的神！

主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的带领，神祝福你们。丰丰富富的与你们同在！

赐给你们在亚洲的晚上有好的睡眠，明天也有荣耀的聚会，北美也是如此！感谢赞美主，哈

利路亚，再见！ 

 

1:24:55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