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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我们在其中要⾼兴

欢喜。（诗 118:24） 

早上好！同学们，给⼤家问安！还有你们在亚洲的，晚上好！今天我们有⼀个很特

别的课程。⾸先我要介绍⼀下我们的翻译，今天董峰会帮助我们翻译这堂课，他来⾃周

牧师 40 年前建⽴的华美教会，他和他的家⼈都在那个教会聚会，他是那个教会的翻译。 

欢迎董弟兄！（谢谢，玛莎牧师。） 

我们还有⼀位很特别的嘉宾，就是吴尔尼牧师，尔尼牧师在纽约的“好牧⼈教会”牧

会。作为领袖们，你们可能会有兴趣，他在过去的 45 年，牧养的是同⼀个教会。他是被

纽约的⽴巨屋教会按⽴的，我们的周⾦海牧师也是同样被⽴巨屋教会按⽴的。今年夏天，

在纽约营地举⾏的北美内在⽣活特会⾥，尔尼牧师是我们的特邀讲员，你们很多⼈已经

听到了参加特会的学员们美好的见证。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让我邀请尔尼牧师今

天跟我们同⼯们、领袖们来分享。他很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我们把时间交给尔尼之前，我们请胜秋给我们唱⼀⾸歌。在她唱歌之前我们⼀起先

祷告： 

哦，主耶稣，我们知道主祢就在我们中间。这是耶华所定的⽇⼦，我们在其中要⾼

兴欢喜。主啊，我们何等地感恩，我们可以在祢的同在中来聚集。主啊，我们的⼼愿、

我们的渴慕就是：祢是我们最特别的嘉宾，祢可以穿越时空，在亚洲、欧洲、还有美洲

来跟我们每⼀个⼈问安，我们求祢特别的恩膏来膏抹尔尼牧师，也特别膏抹我们的⽿朵，

让我们能听到圣灵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求祢在我们⾥⾯作改变的⼯作，好让我们能

够更多地来爱祢，更加欢喜快乐地来服侍祢。我们是奉祢的名，为祢的荣耀来祷告，阿

们。 

胜秋姊妹会给我们唱⼀⾸歌，然后⼀会尔尼给我们分享信息。 

胜秋：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的神是以以⾊列赞美为宝座的神，所以我们现在举

起我们的⼼，来敬拜祂，敬拜祂，赞美主！ 

唱诗《荣耀归于真神》。 

胜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赞美祢！赞美祢！谢谢祢现在就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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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哈利路亚！祢配得⼀切的称颂与赞美。主啊，祢是⾏⼤事不可测度，⾏奇妙事不

可胜数的神。（【伯 9:10】他⾏⼤事不可测度，⾏奇事不可胜数。）主，我们要赞美祢，要

将⼀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祢！赞美祢！主，经上也说：

我们若不赞美祢，⽯头都要欢呼了。哦，主，我们赞美祢，我们要不停的来赞美主祢⾃

⼰。哈利路亚，赞美主！也感谢主祢今天将要在我们中间也要⾏更⼤的事。赞美祢！主

啊，谢谢祢带领尔尼牧师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求祢恩膏他，主啊，使⽤他将祢的话语

赐下。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玛莎：欢迎你，尔尼牧师。 

尔尼牧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早上可以来服侍你们。我们刚才的诗歌⾥

唱到：“赞美神！愿全地听见祂的声⾳！”你们在亚洲的，要⾼声来赞美，让全地都听见；

在美洲的也⼀样要⾼声赞美让全地都听见。不管我们从哪个地⽅来，我们都要把荣耀归

给神，因着祂为我们所作的⼀切来赞美祂。 

我知道你们很多⼈我都从来没见过，有些⼈我们可能有机会在纽约营地⾥(玛莎牧

师刚才所提到的特会⾥)见过⾯。我实在很喜乐，能够见到⼤家、跟⼤家⼀同来寻求神。

⽽且⾮常感恩，我们今天能够在⽹络上⼀起见⾯。当玛莎姊妹让我今天跟⼤家来分享的

时候，她给我⼏个建议，她当然没有说⼀定要我说什么，但是她说：你可以分享这个、

也可以分享那个。这⼏个礼拜我就⼀直在思想，可是我还是不清楚到底往哪个⽅向来分

享。上个周末我在加州服侍，在那⾥我分享了⼀个信息，结束的时候，我感觉主在跟我

说：“这就是你要跟 JMI 事⼯分享的信息。”这个信息确实跟玛莎姊妹的建议有⼀些关系，

我想，也许这就是出于主的。 

如果你有圣经，我们就⼀起来看使徒⾏传第⼗六章。我相信这个故事对⼤家都很熟

悉，可是，这⾥有些细节神给我特别的看见，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在分享⼗六章之前，我或许给⼤家⼀些背景介绍：神作事的⽅式是很不同寻常的。

我们天然⼈按着逻辑思维理解事物，有时、甚⾄⼤多时候与神作事的⽅式⼤相径庭。⽐

如，整个救恩的计划，就是⾮常的不同寻常。对我们来说，这好像是很⾃然、很普通的，

我们听见这个救恩就接受了；可是，对还没有信的局外⼈来说，神让祂的爱⼦来为我们

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神竟然要祂的⼉⼦去死，这是很不可理喻的。⽽爱⼦，祂

本是神，竟然也愿意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来为我们死在⼗字架上，这也是很不

寻常的。圣经⾥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同寻常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

我们，要怜悯⼈，要饶恕⼈。可是，在世界上的情形并不是这样，世⼈是没有怜悯、也

不愿意饶恕的。“⼋福”的每⼀个教导与世界的风俗简直截然相反。 

作为神的⼉⼥，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是有些“与众不同”的。我并不是建议⼤家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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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奇奇怪怪的事，让我们显得与众不同。基督徒与世迥别的⽣命是，当我们照着神在

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去活，就能活出在世⼈眼中最⾮凡的⽣命。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呼召，就是让我们发出光来，好让世⼈能够看见我们⾥⾯的基督。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祂对门徒们说，祂是世上的光。（参约 8:12）这是门徒们明⽩

的。对他们来说，“耶稣是光”、“祂发出神荣耀的光辉”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有⼀天，

耶稣转向门徒，看着他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参太 5:14）这就完全是另外⼀回事

了。祂要回到天上了，但祂要门徒在世上继续祂的⼯作，并且要他们在⿊暗的世界⾥发

发出最耀眼、不同寻常的光辉来。 

如果你和我要在世上发出这样的光来，我们就必须过⼀种不同寻常的⽣活。很多时

候，在我们的教会或服侍中，我们变得很例⾏公事。我们进⼊⼀种模式，习惯于这种模

式，然后就按着惯性⼀直这样作。我们必须愿意打破这个模式，⾛出我们的例⾏公事，

来作神要我们作的事。神呼召我们过这样的⼀种⽣活。祂差我们到世上，就是要让我们

使世界变得不⼀样。 

从使徒⾏传⼗六章，你就可以看到这⼀点。今天早上，我就⽤这段圣经跟⼤家来阐

明。 

在⼗六章第 16 节，让我们⼀起来看，16 节说： 

【徒 16:16】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去。有⼀个使⼥迎着⾯来，她被巫⿁所附，

⽤法术叫她主⼈们⼤得财利。 

故事的开头很合情理——传道⼈在特定的时刻到某个地⽅去祷告，这是⼈们可以预

料的。 

到 17 节你可能觉得有点不寻常了，可是，也不是太离谱：【徒 16:17】她跟随保罗和

我们，喊着说：“这些⼈是⾄⾼ 神的仆⼈，对你们传说救⼈的道。”⽽且，她⼀连多⽇

都这样喊叫。我相信，这肯定让保罗很⼼烦。很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马上阻⽌她，⽽

是让这个事情继续了很多⽇。我们知道，保罗肯定⼀直在寻求神该怎么办。尽管在这样

的⼀种情况下，保罗并没有冲动⾏事，⽽是仰望神，看神要他怎么作。因此，在 18 节

说： 

【徒 16:18】她⼀连多⽇这样喊叫，保罗就⼼中厌烦，转⾝对那⿁说：“我奉耶稣基

督的名，吩咐你从她⾝上出来！”那⿁当时就出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很离奇——这没什么奇特的。耶稣差遣祂的门徒到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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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作祂所作的事，其中⼀部分就是要赶出污⿁。神已经把胜过污⿁的权柄赐给祂的教

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些教会通常的作法是，⽴即把这种⼈赶出教会，让他们再也

不要回来。⽽反常的作法是：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污⿁从他⾝上离开——这就是

神要我们作的，祂要我们使⽤祂给我们的权柄，让这个仇敌的⼯作离开。祂要得着荣耀，

祂要被⾼举起来。耶稣离世以前说：“我所作的事你们也要作，⽽且要作⽐这更⼤的事，

因为我往⽗那⾥去。”（参约 14:12 下） 

然后在马可福⾳第⼗六章说：“⼿按病⼈，病⼈就必好了。”（参可 16:18）可是这需

要圣灵来动⼯，这不是我们所能作的，这个能⼒不是我们有的。彼得、约翰、保罗这些

⼈，是从上头来得着能⼒。 

你还记得在使徒⾏传第三章⾥，彼得、约翰在申初祷告的时候去殿⾥，他们遇见了

⼀个瘸腿的⼈，他从来没能⾛过路。那个⼈⼿拿盛钱的罐⼦看着彼得和约翰，求他们给

他施舍⼀两块钱。⼀个好⼼的基督徒通常的作法就是给他⼏块钱，让他能够去买⼀杯咖

啡喝。但那不是彼得的反应。因着住在他⾥⾯的圣灵，彼得对那⼈的回应截然不同。他

说：“⾦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参徒

3:6）这是不同寻常的。 

我们再回到使徒⾏传第⼗六章，保罗在这⼥⼦⾝上所作的，也是⾮同寻常的。我想

我们或许会说：“这是有点不⼀样。”可是，本来就应该不⼀样才对！神不是要我们被祂

的圣灵⼤⼤充满，好出去作祂呼召我们去作的事吗？ 

我们回到使徒⾏传⼗六章第 19 节： 

【徒 16:19】使⼥的主⼈们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到市上

去见⾸领，【徒 16:20】又带到官长⾯前说：“这些⼈原是犹太⼈，竟骚扰我们的城，【徒

16:21】传我们罗马⼈所不可受、不可⾏的规矩。” 

我想，你们中⼀些⼈所处的环境，对⽐我所在的环境，像这样的状况更显为常态。

你们⼀些⼈如果为神的国公然作了⼀些事情，可能就会落⼊保罗和西拉所落⼊的光景。 

所以这些⼈揪住保罗和西拉，拉他们去到市上去见⾸领。我可不喜欢被⼈揪来揪去，

我想没有⼈会喜欢。如果遭受这种待遇，我们可能有⼀半⼈就不⼲了。但这还只是保罗

和西拉后⾯遭遇的起头⽽已。他们被指控，说他们所说、所作是不合法的。然后，【徒

16:22】众⼈就⼀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裳，⽤棍打；【徒 16:23】打了

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嘱咐禁卒严紧看守。【徒 16:24】禁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

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了⽊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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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所发⽣的事都很“正常”，官长对保罗和西拉所作的事情，都是我们所

能预料的，没什么反常的。我遇见过很多⼈，他们也为信仰的缘故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我遇见过⼀个⼈，他为耶稣基督的信仰受了很多的苦。当官的为了要他放弃耶稣基

督的信仰，就把他的⽛齿⼀颗⼀颗地敲掉。他们⼿拿锤⼦和凿⼦，逼他放弃、否认信仰。

可是，当锤⼦和凿⼦敲下来，每敲掉⼀颗⽛齿的时候，那个⼈就呼喊：“哈利路亚！”他

们把他嘴⾥的⽛齿⼀个⼀个全部敲掉了，他的下巴也被打断了，但他满嘴带⾎地仍然喊

着“哈利路亚”——这是很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是出于这个⼈，⽽是出于住在他⾥⾯的

圣灵。 

惟有神能够藉着祂的圣灵，使我们成为不同寻常。 

这⾥的圣经记载，使徒保罗和西拉被严严地打了许多棍。很多⼈如果这样挨打，会

被打死的。你要记得，保罗和西拉并没有作错任何事。这时，他们想起耶稣说过的话：

“⼈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参太 5：10-12）要活出耶稣呼

召我们活的⽣命，就是要活出⼀个不⼀样的⽣命，来祝福别⼈，⽽不是咒诅。 

保罗和西拉被关在内监⾥，这⾥⼀⽚漆⿊，⽽且很潮湿，是⾮常可怕的地⽅。今年

夏天，在纽约营地⾥，就有⼀个姊妹刚去亚细亚那个地⽅旅游过，他们带她参观了据说

是使徒保罗曾被关押的内监。她就给我们描述说，那个地⽅何等的可怕，没有⼀点阳光，

下⾯有很多⾍⼦爬来爬去，恶臭难闻。可能保罗和西拉当时被关进去的地⽅就是这样的。 

我也曾经去过监狱——只是去看望囚犯。我所探访过的美国的监狱，相对来说都是

很不错的地⽅。我探访的犯⼈会告诉我们，有⼈服侍他们、给他们⾷物，⽽且有空调；

他们还可以去上⼀些课程，学⼀些技能，听起来还不错。当然我不愿意被关在那⾥，因

为你就失去了⾃由，那不是个⼈呆的好地⽅。但在美国，我们对监狱的概念，⾄少不像

保罗和西拉他们所在的地⽅那么恐怖。 

然后经⽂说：“禁卒给他们两脚都上了⽊狗。”那是⼀个⾮常不舒服的光景。他们是

很痛的，他们已经被棍打，鲜⾎淋淋。在这种光景下，正常的作法就是，要开始叽咕埋

怨、发牢骚、质疑神等等，类似的事情。或许你会说：“哦，我可以理解这种反应，这很

正常，每个⼈都会这么作的。”可是，神作事是不同寻常的，祂的⼉⼥们要活出不⼀样的

⽣命。正常情况下，保罗会说：“为什么这种事情轮到我们？当我们需要祂的时候，神在

哪⾥呢？我们只是想作神让我们作的事情，看看祂让我们成了什么样⼦呢？”我们就开

始怀疑神、质问神。 

可是，我们有圣经的话语清楚的教导，即便我们落到像保罗和西拉那样⿊暗吓⼈的

光景时，我们应当怎样⾏。保罗写信给腓⽴⽐的教会，他所在的那个监狱就是在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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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参腓 4：4）在另外⼀封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

说：“你们要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参帖前 5：18） 

你可能说：“哎呀，没有⼈这么作的，这太反常了。”没错；可是神叫我们过⼀个超

⾃然的⽣活，就是活在灵⾥的⽣活。 

很多年以前，⼤概在 15 世纪，有⼀个叫杨×胡斯（Jan Hus）的⼈为信仰的缘故被抓

起来。他被⼈绑在⼀根柱⼦上，要⽤⽕烧。当⼈们把他绑在柱⼦上、开始点⽕烧他的时

候，他开始唱诗，他开始感谢神。他怎么可能这样作呢？你就要活活被烧死了，怎么能

歌唱呢？这跟我们所预料的天然作法完全相反。但耶稣期望我们活出祂要我们活出的⽣

命——祂要我们活出得胜的⽣命。当圣灵来住在我们⼼⾥的时候，祂就让我们能够来欢

喜快乐，来歌唱赞美。 

我们在诗篇⾥读到：“赞美祂的话必常在我的⼜中。”（参诗 34：1 下）记得⼤卫当

时落在艰难的处境⾥，被扫罗追杀，弃家离国，孤单地流离旷野。后来，有⼀群⼈出来

追随⼤卫，刚开始⼤概有 400 ⼈，他们不喜欢扫罗，不喜欢被扫罗统治，所以他们出来

跟随⼤卫。圣经告诉我们这 400 个⼈的光景是：⽋债的、绝望的、⼼⾥苦恼的（参撒上

22:2）。然后有⼀天⼤卫就把这 400 个⼈聚集在⼀起，说：“我们要学习⼀个功课。”然后

他就教导他们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祂的话必常在我的⼜中。我的⼼必因耶和

华夸耀，谦卑⼈听见，就要喜乐。”（参诗 34：1-2）然后他就看着这些孤单绝望、处境

艰难的⼈，说：“来，你们跟我⼀起来称耶和华为⼤，⼀同⾼举祂的名。让我们⼀起来赞

美神，让全地都听见祂的赞美，因祂所⾏的⼤事把荣耀归给祂。” 

通常我们是在⽣活很顺利的时候这样作。当我们在⽹上参加 Zoom 聚会，或在某个

地⽅参加特会，或在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在那⾥很⾼兴，所以我们欢呼赞美。可是如

果我们能学会，或说神能把我们教会，不管是在明亮的⽩天，还是在⿊暗的夜晚，都靠

主喜乐，神就可以透过赞美作⼀些超⾃然的奇妙事情。 

赞美神或敬拜神本⾝并不是⽬的。诗篇五⼗篇最后⼀节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

神，藉着感谢赞美，祂就要将祂的救恩显明给我们。”那也就是耶利哥城墙倒塌的原因，

当神的⼦民向神呼喊、欢呼敬拜的时候，耶利哥城就倒塌。 

我们再回到使徒⾏传⼗六章， “【徒 16:25】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 

神。”这是⾮常不同寻常的，“半夜”时分让任何事情都更糟糕。当你在⼀个⾮常痛苦的光

景中，又是在半夜的时候，你是⾮常不容易的。可是靠着神的恩典，就在他们这样流⾎

疼痛，在各样痛苦、被丢弃、不知下⼀步会发⽣什么的时候，突然间，保罗看着西拉，

西拉看着保罗，他们决定说：“我们⼀起来唱歌。我们来感谢赞美神。”可是感谢啥呢？

因为我们被关在监狱⾥头，我们流⾎、挨打？然后保罗说：“不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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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算是为主的名配受这些痛苦。”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是不⼀样的；

他们也不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跟世⼈不⼀样。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门徒们说：“他们

⽆缘⽆故的恨我，他们也要同样的恨你们。”因此他们就在半夜时，在监狱⾥头歌唱。我

不知道他们唱的是哪⼀⾸歌，可能他们就唱的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全地听主声⾳…” 

当他们就这样在半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看下半节⾮常的重要：“众囚犯也侧⽿⽽

听。”保罗和西拉并不是要唱给别的囚犯来听，他们根本没想到别的囚犯也在侧⽿⽽听，

他们是在向神歌唱。可是，当他们在那种处境下作出最不同寻常的举动时，别的囚犯都

听见了，都在侧⽿听。 

这些囚犯们，他们很多时候看见别的囚犯被带进监狱⾥时，⽆不是在抱怨、咒骂、

埋怨、质问等等；他们可能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囚犯，进来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唱歌、

赞美神。我们⼏乎可以想到他们在彼此谈论说：“我听见有⼈唱歌，你听到了吗？有⼈在

唱诗赞美神，尊崇祂的名。哦，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歌。”但还不⽌是他们唱的那些歌

⽽已——那⾥发出了⼀种向着神的赞美，是神喜悦来膏抹的。这是被圣灵感动⽽发出的

赞美。因为⽗要这样的⼈，⽤⼼灵诚实来拜祂。赞美不只是唱诗⽽已，唱得很⼤声或节

奏很快；它更是我内⼼向着神的态度，因着祂的所是和所作⽽发出的回应。 

保罗在⼤马⼠⾰的路上遇见了耶稣，耶稣改变了他的⽣命。在那之前的使徒保罗有

满脑⼦的知识，他知道很多的神学，是⼀个很好的⽼师。但是他并不认识神。可是当他

遇见主的时候，主耶稣改变了他，以圣灵充满他，他整个⽣命有很⼤的翻转。他在书信

⾥写到：“我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喜乐的。”（参林后 6:10）这全然是从他跟耶稣基督的

关系⾥⽣发出来的。 

你在半夜的时候在被关在监狱⾥、被打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唱歌的。他之所以能唱

歌，因为那是从他跟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流露出来的。我们跟神的亲密关系使我们不

⼀样；附带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旁边的⼈，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这种不同。 

然后下⾯就说：【徒 16:26】“忽然地⼤震动，甚⾄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我相信这

地⼤震动，是神对保罗跟西拉向祂献上的赞美和祷告的回应。神会回应我们的赞美。神

藉着我们的赞美⾏事。保罗说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的，乃是有从神⽽来的⼤

能⼤⼒。（参林后 10:4）我们争战的兵器之⼀就是赞美。我所说的赞美并不只是唱⼀⾸

歌，或发出⼤声的呼喊⽽已。我所说的是⼀种发⾃内⼼的赞美，是从⽣命⾥⾃然地流出

来的，像呼吸⼀样地⾃然。然后，【徒 16:26】“…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那我们现在是在上课，我想问同学们⼀个问题。如果说你在监狱⾥头，忽然监狱的

门⼤开，所有⼈的锁链都断开了，你说下⼀步这些囚犯们要作什么？下⼀步他们肯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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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逃跑啊，他们想要逃出监狱，越快越好。这也是那个腓⽴⽐监狱禁卒，就是管监狱的

⼈，他所想的——以为囚犯都要逃跑了。如果他⼿下有任何⼀个囚犯逃跑，那管监狱的

⼈就可能要丧命。因此，【徒 16:27】“禁卒⼀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就

拔⼑要⾃杀。”因为这是很⾃然的⼀个想法。然⽽就在禁卒要拔⼑⾃杀的时候，保罗⼤声

呼喊说：“不要伤害⾃⼰！我们都在这⾥。”这是相当反常的。我可以了解保罗和西拉还

留在那⾥；可是保罗他所说的是，我们所有的⼈都还在这⾥。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

些囚犯们不逃跑？监门已经⼤开，他们的锁链也都断开了。我并没有答案，但是我可以

猜测；我不认为他们留在这⾥是为了继续听保罗和西拉的⼆重唱；我想他们也不会不知

道门在什么地⽅，往哪去。可是我相信，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监狱⾥，有⼀种神圣的

东西把那些罪犯们定在那⾥，让他们就是⽆法离开那个地⽅，或者说不想离开那个地⽅。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正像保罗和西拉当时这样敬拜神的时候，神的同在就降下来

——这是你们都经历过、都知道的——祂是以以⾊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很多很多时候，

不管是在聚会中或聚会之外，当⼀、两个⼈或⼀两百⼈开始来赞美主的时候，神就藉着

祂的灵临到我们。我相信这些囚犯们，经历了他们⼀⽣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感受

到⼀些他们⽣命中所缺乏的、是他们很渴望拥有的，⽽且他们想要更多地认识祂。神能

够充充⾜⾜地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祂之所以能成就，是因为这两个⼈，没有按

照天然⼈⽽反应，⽽是作了不同寻常的事情。 

然后呢？ 

【徒 16:29】禁卒叫⼈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西拉⾯前， 

【徒 16:30】又领他们出来，说：“⼆位先⽣，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  

这样的事在我的经历中并不经常发⽣，很少⼈到我⾯前来跟我说：“尔尼，我需要作

什么才能够得救？”也许那是因为我没有过⼀种不寻常的⽣活，也许我还不够像我当有

的样式那样发出光来。因为耶稣说，你们的光当照在⼈前，让⼈看见你们的好⾏为，就

要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参太 5:16） 

当我想到扫罗得救这件事，或是⼀个罪⼈寻见耶稣，我多半会联想到传福⾳和个⼈

布道。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事情，也是很有必要的，是神作事的⽅式之⼀。可是我从来

没有想到过，可以这样向失丧的灵魂传福⾳——就是他们被下在监⾥、被棍打，他们仍

然这样喜乐地唱诗赞美，藉着他们的喜乐和赞美，这个腓⽴⽐的禁卒得以认识并接受耶

稣基督为他个⼈的救主。 

“我应当作什么才可以得救？我应当作什么才可以认识你所侍奉的这位耶稣？”保

罗给出的答案就是下⾯这节奇妙又奇妙的经⽂：“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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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6:31） 

保罗和西拉就继续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听。（徒 16:32） 

【徒 16:33】当夜，就在那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

时都受了洗。 

【徒 16:34】于是禁卒领他们上⾃⼰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 

神，都很喜乐。 

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你知道这整个故事是怎样开始的。当然，这事以后，在

腓⽴⽐当地就成⽴了⼀间教会。我相信卖紫⾊布的吕底亚⼀定在其中，她是那⾥最先得

救的；我相信腓⽴⽐禁卒和他的妻⼦、孩⼦们也⼀定都在那个教会服侍。圣经上没有说，

但我⼀点都不会奇怪，很多腓⽴⽐监狱的囚犯们也都在那个教会服侍。这⼀⼤群⼈从⿊

暗⾥被带进神爱⼦光明的国度，都是因为有两个被圣灵充满的⼈，愿意为神作不寻常的

事，显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来活出圣经，让我们把神的话认真的记在⼼⾥。让我们

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的⼒量或努⼒活出圣经，是要靠住在我们⾥⾯的圣灵的能⼒。

但祂要⽤祂的灵这样地充满我们，膏抹我们，差派我们到这⿊暗的世界⾥去，不管我们

是在亚洲、欧洲、美洲还是世界任何⼀个地⽅。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活在圣灵⾥，

靠着圣灵⾏事。让你所说的话都是神的圣⾔、是神的灵所膏抹的。当我们的⽣活、动作、

存留都在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腹中有活⽔的江河涌流出来。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祢，今天早上这样的呼召是给我们每⼀个⼈的。不管祢把

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个地⽅，主啊，求祢给我们这样的⼼愿和渴慕，让我们为

祢来发光！ 

我们没有什么才能，我们⾃⼰不想作什么，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能⼒。离了祢，

我们就不能作什么。可是主耶稣，祢没有撇下我们为孤⼉，祢升天后赐下了祢的圣灵，

祢赐下祢的灵，要从我们⾥⾯、透过我们活出耶稣的⽣命。主，我们祷告，求祢在我们

每⼀个⼈⽣命中来作这样的事情——让我们都衰微，让祢兴旺，好让祢得着荣耀、好让

祢被⼈羡慕、好让灵魂得到拯救、好让祢家中的⼈数被添满。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边的⼈都在听、都在看我们。我们求主，让他们能在我们⾝

上看见耶稣的荣美！好让主祢能够藉着我们的⽣命来吸引更多的灵魂归向祢！ 

主啊，求祢祝福 JMI、祝福 JMI 的每⼀个领袖！哦，主啊，让我们更低、更低地下

来、俯伏在祢脚前，知道⼀切都惟有靠着基督。主啊，我们要把⼀切的荣耀、颂赞、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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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都归给祢！我们祷告是奉祢最宝贵的圣名。阿们！ 

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玛莎：谢谢尔尼牧师。我们⾮常的感谢。 

主耶稣！我们渴慕更多的被祢的圣灵充满！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求祢将祢的圣灵

浇灌下来！充满我们每⼀个⼈！让我们在这个⿊暗的世代⾥成为明光照耀！主耶稣，我

们已经有很多的时间在祢的同在⾥等候祢，让祢来改变我们；今天，求祢帮助我们能够

抓住这个赞美的秘密武器。我们越多赞美祢，祢就更多地⽤祢的圣灵充满我们。哦，主

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哦，祢的圣灵来浇灌我们，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

主！赞美主！ 

我们请凤莲牧师给我们祷告，我们需要有新鲜的膏抹。 

凤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祢，感

谢祢把圣灵赐给我们，感谢祢让圣灵住在我们的⾥⾯，主啊，祂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

我们谢谢祢，因为有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依靠圣灵，来活出耶稣⾃⼰，我们

可以依靠圣灵能活出不⼀样的⽣命。 

哦，圣灵，我们需要祢，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每⼀位家⼈们，都厉害地需要圣灵祢⾃

⼰的充满，我们需要祢更多地充满。在我们每⼀天的⽇⼦⾥头，我们来倚靠祢，我们完

全地来相信祢，来跟随祢。圣灵啊，更多地带领我们，更多地充满我们，我们每⼀个时

刻，我们作什么，圣灵啊，光照我们，启⽰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领我们。 

没有圣灵，我们真地活不下去。主啊，我们不能靠⾃⼰来活，我们⾃⼰的⽣命真的

是不⾏的。哦，主圣灵啊，我们需要祢，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活出祢的光，我们需

要发光，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作不到。圣灵啊，我们渴慕祢，我们更多地需要祢。

今天，我们求祢更多地充满我们线上的每⼀位同⼯们，每⼀位家⼈，我们需要更多地被

祢充满，被祢得着。我们感谢祢今天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活出不⼀样的⽣命，让我们

活出不⼀样、不寻常，让我们周围的⼈见到我们的光，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作成的

这件事，让我们的⽣命更多的改变。圣灵啊，我们的⽣命要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圣灵啊，

我们需要祢，我们需要祢。我们再次把我们⾃⼰来交托，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要祢，

我们谢谢祢，谢谢祢继续地跟我们说话。今天在这⾥谢谢祢再次地帮助我们，帮助我们

更深地渴慕。惟有祢，惟有祢，感谢祢，感谢祢！我们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

圣名。阿们！哈利路亚！ 

玛莎：阿们！你们很多⼈都知道我个⼈的见证，在⼤概六⼗年之前，我还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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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左右的年轻⼥⼦，神藉着我的⽼师给我的亮光是：我必须边⾛边赞美神。在我的天

性⾥有⼀些捆绑，成为我服侍神的拦阻。所以我花了四个⽉的时间，每天在地上⾛来⾛

去地赞美神，耶稣就藉着圣灵的能⼒临到我，把我释放了。（要不是这样）我今天不可能

到这⾥来服侍你们。有很多时候，我并不觉得想要赞美；可是我知道，这是我得释放唯

⼀的指望，每⼀个早上，我都要起来这样边⾛边赞美神。那⼀天来到了，神这样⼤⼤地

改变了我，以祂的灵充满我。 

在过去的五⼗⼏年⾥，也有⼀些时候，我觉得前⾯⽆路可⾛。记得有⼀次我失去了

⼯作，⽴即我就想到，哦，我需要复习⼀下以前的功课，我需要再来操练边⾛边赞美神。

当我这样开始来赞美神的时候，祂又使我充满了信⼼，让我知道我的⽣命在祂的⼿中。

然后，就在⼏个⽉之后，周牧师发现我没有⼯作了，他就安排我开始跟他⼀起同⼯。你

知道，⼗⼋年前，他邀请吉姆弟兄和我⼀起加⼊ JMI，在达拉斯开始了我们第⼀届的特

会。可是，如果我没有学会在任何环境下都赞美神，这些事不可能发⽣。 

我知道你们所有⼈都学习了安静等候神，来喝⾥⾯圣灵的活⽔。可是当我们藉着赞

美⽽突破、进⼊祂的荣耀和喜乐，祂就释放我们得⾃由，祂就在我们⾥⾯作变化的⼯作。

因此我相信，今天的信息是给我们每⼀个⼈的。不管我们过去打过多少的胜仗，我们还

有更多未得之地需要征服，因为神要我们的灵与魂与⾝⼦都得到完全。我们的⽬标是让

祂从我们⾥⾯活出祂⾃⼰，圣灵在⾥⾯接管我们。 

今天尔尼弟兄所引⽤的⼀节经⽂，这些年来促使我不住地往前。我们听过他的主任

牧师——吴⽼牧师靠着赞美得胜的故事。吴⽼牧师是纽约营地的创办⼈，神使这赞美的

灵⼀直保持在营地，因为有⼀个⼈愿意藉着赞美来突破。我的⽼师告诉我，当他（吴⽼

牧师）来到她母亲（翟师母）那⾥，他就⼀直这样⾛来⾛去地赞美——她并没有教他怎

么做，她只是告诉他去做。起先他来到她的办公室时，在楼梯上迈着沉重的步⼦，“嘭、

嘭、嘭”；可是，⼀个⼩时后离开时，他的脚步轻快地像长了翅膀⼀样。他成为⼀名得胜

者，神为他在纽约开了服侍的门，最后成⽴了这个营地。⽽他⽼师的⼥⼉（翟⼩姐），也

教我同样的事情，她给我的经⽂是诗篇⼆⼗⼆篇第 3 节：“神是以以⾊列的赞美为宝座

的。”（【诗 22:3】但你是圣洁的，是⽤以⾊列的赞美为宝座（“宝座”或作“居所”）的。） 

哈利路亚！祂想要住在我们⾥⾯，祂要从我们⾝上发出光来，当祂的荣耀充满我们

时，就映照在我们的脸上。有⼈问我，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地微笑？哦，我⽌不住要微笑，

因为如果耶稣在我们⾥⾯，祂就要从我们⾥⾯活出来。让这句经⽂也铭刻在你的⼼⾥：

祂是以祂百姓的赞美为宝座的。你可以⼤声欢呼地赞美神。前⾯的⽇⼦，会越来越⿊暗；

祂要让我们的光越加明亮。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祂在光明中，祂就要突破、得胜。 

哦，主耶稣，我们要更多的祢。我们求祢赐下特别的恩膏，来膏抹我们每⼀个⼈。

我们爱慕祢的同在，我们爱慕安息在祢的同在中，让我们也都成为⼤声呼喊赞美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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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都能显出主的荣耀，我们就要看见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下来。哦，谢谢主耶稣！不

管我们过去打过多少的胜仗，总是会有新的挑战，会有⾯对新的问题的那⼀天，那时我

们要记住：我们争战的兵器就是赞美！哈利路亚。 

我们请郭牧师为我们作结束祷告。 

郭牧师：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谢谢祢差派祢的仆⼈尔尼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讲我们需要被圣灵⼤⼤地充满，我们就能够成为⼀个不⼀样的⼈，我们就能够⾏

出不寻常的事，以致整个世界都会被摇动，在⿊暗中的⼈能够被带出来。哦，主耶稣，

祢已经在我们⾥⾯，祢已经赐下圣灵给我们，我们需要更多更多更多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能够使我们活出不⼀样的⽣活，⼈家以为我们好像是癫狂了，我们要为耶稣⽽癫狂，我

们⽆论在什么情况中，我们就是要讲耶稣，就是要把耶稣活出来。哦，主啊，求祢赐下

更多的圣灵，赞美的灵，相信的灵，冲破⿊暗的灵，在苦难当中能够赞美祢的灵！哦，

主啊，祢来，⼤⼤地充满我们，使我们每⼀个都能够在这个⿊暗的世界中活出主耶稣来，

活出跟世⼈不⼀样的⽣命来，使整个世界不得不惊讶，使很多⼈要来寻求祢。哦，主耶

稣，祢来，祢来，祢活在我们⾥⾯，祢从我们⾥⾯活出来。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今天

在线上的每⼀位，都⼤⼤地被这个灵来充满。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尔尼牧师的分享，也谢谢董弟兄翻译。 

继续不住地赞美！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