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耶稣的灵 
(国际长老责任弟兄训练)2018/12/24-12/30 

Ⅰ．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复活、升天的基督为耶稣
的灵—圣灵。 

Ⅱ．我们需要仔细留意行传十六章六至七节里两个神圣
的称呼—“圣灵”与“耶稣的灵”： 
Ａ．这两个称呼交互使用，启示耶稣的灵就是圣灵。 
Ｂ．在新约里，“圣灵”是神的灵一般的称呼： 
①“圣灵”这名称第一次是用在主耶稣成孕的时候： 
ａ．乃是到了这时，为着引进新约的经纶，替基督的
来临预备道路，并为祂预备人体，才用“圣灵”这名
称。 
ｂ．要明白“圣灵”这名称第一次的使用，我们需要
看见这名称与主的成为肉体有关。 
ｃ．按首次提到的原则，圣灵与基督的成为肉体和
出生有关。 
②在新约里，“圣灵”这名称指明神自己现今正与人
调和。 
Ｃ．“耶稣的灵”是神的灵特别的说法，乃指成为肉体
之救主的灵，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里的耶稣，经过了为
人的生活和十字架的死： 
①在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
人性元素，以及祂为人生活并受死的元素。     【月】 
②耶稣的灵不只是神的灵，在祂里面有神性，使我
们能活神圣的生命；也是那人耶稣的灵，在祂里面
有人性，使我们能过正确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
中的痛苦： 
ａ．保罗在他的受苦里需要耶稣的灵，因为在耶稣的灵
里，有受苦的元素和忍受逼迫的能力。 
ｂ．今天当我们传福音时，我们也需要耶稣的灵以
面对反对和逼迫。 
Ｄ．在行传十六章七节，路加从圣灵转到耶稣的灵： 
①耶稣这人，首先过为人的生活，然后被钉十字架
并复活。 
②祂升到诸天之上，被立为主为基督。    【火】 
③因此，耶稣的灵含示主的人性、为人生活、死、复
活和升天。 
④耶稣的灵所涵括的比圣灵所涵括的更多： 
ａ．圣灵仅仅涵括主耶稣的成为肉体和出生。 
ｂ．耶稣的灵涵括祂的人性、为人生活、受死、复活
和升天。 
⑤耶稣的灵乃是包罗万有之耶稣的总和与完全的实
化。 
Ｅ．正如基督的灵是基督的实际，耶稣的灵乃是耶
稣的实际： 
①我们若没有耶稣的灵，耶稣对我们就不实际。 
②耶稣对我们是实际的，因为我们有耶稣的灵作耶稣
的实际、实化。               【水】        

Ⅲ．耶稣尚未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时还没有的那灵，是
有耶稣人性的灵；那灵今天已经有耶稣得荣的人性构
成在其中： 
Ａ．那灵，就是我们所喝并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
活水，有耶稣的人性构成在其中；没有耶稣的人性，
就不会有这样一位灵。 
Ｂ．没有人的素质，神的灵无法成为生命的水流；神
若要成为涌流的生命河，就必须有耶稣的人性构成在
其中。 

Ｃ．“现在有了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我们已接
受祂像祝福的江河流入我们里面，从我们流过，并
从我们流出。”（慕安得烈）。             【木】              
Ｄ．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耶稣人性的灵为着传福音，
为着召会事奉，为着日常生活，并为着主的恢复。 

Ⅳ．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为着开展福音而有的行动，
不是照着他们的定意和爱好，也不是照着人议定的
行程，乃是凭耶稣的灵(使徒16:6-7)： 
Ａ．他们的工作是凭圣灵（6），涵括了主的成为肉体
和出生，并凭耶稣的灵（7），涵括了主的人性、为人
生活、钉死、复活和升天；使徒是在这样一位包罗万
有之灵的指引与引导下行动。 
Ｂ．我们为主作哪一种工，在于我们由哪一种灵所
引导、指引、教导并构成： 
①保罗作为盛装三一神的器皿，完全是由圣灵（涵
括了主的成为肉体和出生）与耶稣的灵（涵括了主
的人性、为人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分赐生命的复活
和升天）所构成。 
②保罗乃是由这包罗万有的灵所构成的人；因此，他能真
实地传讲耶稣基督。 
③那灵若成为我们的构成，我们的工作就要成为这
灵的彰显，我们所作的工就是为着耶稣这位带着人
性、为人生活、死、复活和升天的成为肉体者。 
④我们若由耶稣的灵所构成，我们所作的工，就是
传讲耶稣这包罗万有者，将祂这包罗万有的一位传
输给人。                【金】              

Ⅴ．耶稣的灵清楚地描绘于腓立比书头两章： 
Ａ．在一章有福音的传扬；我们要传福音，就需要耶
稣的灵： 
①这章说到在推广福音上的交通，没有嫉妒或争竞。 
②福音书中所陈明耶稣的生活，是没有嫉妒、争竞
或私图好争的；因此，耶稣的灵没有嫉妒、争竞或私
图好争。 
③我们应当在耶稣的灵里传福音，没有嫉妒、争竞
或私图好争。 
Ｂ．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要求我们在一位灵里，并
且同魂： 
①我们若不在耶稣的灵里，就不在推广福音上有交
通。 
②我们唯有在耶稣的灵里，才可能在一位灵里，并
且同魂。 
③我们要经历基督，就需要借着耶稣的灵，没有嫉
妒、争竞或私图好争，而在推广福音上有交通。 
Ｃ．借着耶稣的灵，我们就能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 
①借着耶稣的灵，我们就能像耶稣那样谦卑。 
②借着耶稣的灵，我们就能满足使徒保罗的请求，
并且顾到其他圣徒。 
③借着耶稣的灵，我们就能思念同一件事，有相同 
的爱。                 【土】             
  



Crucial Point①：为了成为使徒行传的继续， 
跟从圣灵的引导 

OL1：耶稣的灵不只是神的灵，在祂里面有神性，使我们能
活神圣的生命；也是那人耶稣的灵，在祂里面有人性，使我
们能过正确的人性生活，也能忍受其中的痛苦。  
徒 16:6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
弗吕家和加拉太地区。 
FN“圣灵”：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为着开展福音而有的行
动，不是照着他们的定意和爱好，也不是照着人议定的行
程，乃是借着圣灵，照着神的意旨，如在腓利传福音的工
作中。他们想要在亚西亚讲道，圣灵却禁止他们。禁止也
是圣灵引导的一部分。 
FN“耶稣的灵”：耶稣的灵与前节的圣灵交互使用，启示
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在新约里，圣灵是神的灵一般的称呼；
耶稣的灵是神的灵特别的说法，指成为肉体之救主的灵，
这位救主就是在人性里的耶稣，经过了为人的生活和十字
架的死。这指明在耶稣的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
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祂为人生活并受死的元素。使徒传
讲的职事，乃是在人的生命里，为着人类并在人类中间，
一个受苦的职事，因此需要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 
FN“不许”：聖圣灵禁止他们向左往亚西亚去，（6，）耶
稣的灵不许他们向右往庇推尼去，指明使徒和他的同工该
向前直走。因此，他们经由每西亚和特罗亚，（8，）直接
往马其顿去。 

青职/大学院生篇 
你作为使徒行传的继续，应该经历被耶稣的灵禁止去，

或者被指示去的等引导。因为你的人生不是跟从你的计划，
而是被耶稣的灵引导，是为着走产生众召会的繁殖的路。 

你的人生，在创事业中必须有一个神圣的历史。 还
有，工作本身不应成为主角, 而应成为辅助角色, 因此不
要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这并不是说, 随便对待工作, 
找到一份舒适的工作更好。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可以理
解人们无法理解的事情,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在
工作上有刚强的见证。 

即使你有神的生命, 但你不是万能的神, 所以不可
能完全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以及它将来会对你产生怎
样的影响。但神是无所不知的, 可以为你安排一切。 
罗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你需要做的是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 学习跟从耶
稣的灵的指示。这样,你的人生就有了神圣的历史, 你可
以带来召会的建造和繁殖扩增。因为有撒旦的反对，为了
召会的建造，你将经历苦难。但你不能害怕苦难。 耶稣
的灵可以在为了召会建造的中支持你。 

如果你这样被耶稣的灵引导而前进的话，因着神
圣的历史，召会的建造，你的在职生活和研究生活会被
大大的祝福吧。  
弟兄的见证：私我在世界最大的美国医疗器械公司工
作到第七年的时候，那年的业绩（在成熟的日本市场，
因为导入新商品完成了业绩增长 25%的目标）被认可，
这件事最终被刊登在了公司的 40周年纪念报刊上。第
二年，我收到了别的美国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转职邀
请。第三年我又收到了其他美国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
转职邀请。因着被猎头公司强烈推荐，所以没办法只接
受了面试。完全没有准备就去面试了。在这之后的第一
次面试合格了，又被劝说去美国和管理层面试。我觉得
“在最大型的公司，前途已经被打开了，所以这次我不
转职”并向弟兄姊妹们传达了这件事。可是传达之后，
在我里面有感觉说不能留在最大型公司，要回应这次
招聘。我想了这是为什么呢？但因着对于留下这件事
感到不安，所以我明白了这是耶稣的灵的禁止。 

转职后的第四年，在这个领域我大概拿到了日本
最高的年收入。因为一般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总公司
在东京，而且竞争力小，所以规定大阪总公司的年收入
比东京低。因此，通常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而且，因
为这时候有很强的录取权限，所以就录用了许多弟兄

姊妹，特别是较难就职的留学生。在这个公司工作的弟
兄姊妹负担了当时召会大部分的奉献，用于偿还超过
一亿日元的学生中心等债务和购买喜乐园。 

但是与此同时，我在公司也受到了很多苦难，多次
受挫。但是因着配搭的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和耶稣的灵
的供应，我经历了在苦难中的胜利。 

在这个公司工作超过第 5 年时，因为我太忙了，
所以感觉耶稣的灵在引导我离开公司。在这个公司，因
为我收到了美国总公司的最高评价。所以大家认为我
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公司的。但是感谢主。在跟从耶稣的
灵的引导前进时，主用在人所无法想象的方法祝福了
我的退职（特别是退职金，优先认股权，3 个月特别休
假等）。因此，2017 年年末，正式退职了。现在比以前
有更多时间可以花费在侍奉主上。 
祷告：哦--主耶稣，我把自己和我的在职生活（还有研
究生活)都献给你。我想要坚定持续地，径直地走建造
召会的道路。因此，请让我学习向耶稣的灵敞开，顺服
并跟从耶稣的灵！在主的道路上虽然有苦难，但也有胜
过苦难的供应。请在耶稣的灵的引导和供应中，带领我
不断得胜。阿门！ 
 

诗歌３５５ 奉献  ― 当人弃绝地的贿赂 (英 473) 
1.当人弃绝地的贿赂， 
前来为神而活， 
他所得的无限富有， 
口舌难以述说。 
因为万有全是他的， 
生、死、或是事、物； 
基督是他生命、呼吸， 
也是他的住处。 
 

2.像我这人，王肯选上， 
有分祂的宝座， 
而我竟然不肯应选， 
这是何其奇特！ 
永远勿说这是牺牲！ 
无论代价若干， 
只要能入加略圣军， 
权利都是难言！ 
 

3.起来！將这交易算看： 
零碎换来整个－ 
万事、万物、加上万人， 
竟都归你得著。 
当你属祂，万有属你， 
並且祂你合一； 
你还得享无限生命， 
权益有何能比！  



Crucial Point②：通过耶稣的灵， 
成为正当的人，成为能向他人流出祝福的人 

OL1：耶稣尚未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时还没有的那灵，
是有耶稣人性的灵；那灵今天已经有耶稣得荣的人
性构成在其中： 
OL2：“现在有了那得着荣耀之耶稣的灵；……我们已
接受祂像祝福的江河流入我们里面，从我们流过，并
从我们流出。”我们需要经历并享受耶稣人性的灵为
着传福音，为着召会事奉，为着日常生活，并为着主
的恢复。 
约翰福音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
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 信入
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河来。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
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腓利比 2:15 使你们无可指摘、纯洁无杂，在弯曲悖
谬的世代中，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其中好像发
光之体显在世界里， 

我们作任何事，都必须与耶稣是一，接受祂作我
们的人性。如果在某种活动上，无法取用祂的人性，
我们最好不作。我是说我们不要作人，……我们需要
耶稣的人性，这个人性是在耶稣的灵里。 

我们必须作正确的人，但不是凭着自己的人性，
乃是凭着主的人性。作妻子的，必须凭着祂的人性作
妻子；作丈夫的，必须凭着祂的人性作丈夫；作学生
的，必须凭着耶稣的人性作学生。结果我们都要与前
不同，却又如此富于人性。我们乃是凭着耶稣的人性
作妻子、丈夫、学生、父母、孩童和学校的老师。如
果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就会有生命的流，使别人得
到满足。我相信，如果当老师的弟兄姊妹能这样作人，
那么在学校中，就会真正有生命的流。别的老师和学
生会觉得你们里面有个东西令人满足，并且活活泼
泼地涌流着。他们可能不会解释，但他们会感觉得到。 

如果你是一个借着享受耶稣人性而饮于祂的弟
兄，外面看起来你似乎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在你里面
那个生命的流，会使别人得到满足，并且有一种说服
力与吸引力，至终使别人悔改信主。这就是召会生活
中福音的开展。这种传福音不在乎有多大能力，乃在
乎享受基督人性的生命。耶稣的人性不仅能产生有恩
赐的人，更能产生出一种内里生命的流，使别人满
足。如果我们愿意有这一种生命的流，没有别的方
法，只有借着时时喝耶稣的灵，来享受耶稣的人性。
我们的观念必须确实地转变。不论何时我们祷告，必
须以这种观念来祷告。不论何时我们喝这灵，必须以
这种观念来喝祂。我们喝这灵，不是为着能力、权能
或神迹；我们乃是喝耶稣的灵，以享受耶稣的人性。 

中高生、大学生篇 

不要因为你信主得救了，就认为自己不辛苦工
作，不拼命学习也是可以的，你不能有懒惰的学习
生活。这样的人不是拥有耶稣人性的人，是缺乏人
性的懒惰的人。 

你为了在学校成为主的见证人，需要由耶稣的
灵的供应被构成耶稣的人性。作为耶稣的见证人的
学生，第一要在学习中经历耶稣的灵的供应。第二
要在学校里的人际关系中经历耶稣的灵的供应。第
三要在家庭里在亲子关系上经历耶稣的灵的供应。
这灵的丰富的流，会通过拥有耶稣人性的人流淌出
来。 

例如准备考试的弟兄姊妹，请借着耶稣的灵勤
奋地，尽自己的全力来学习。这样的话耶稣的灵就
会改变你，你就可以在学习上更加向前。这样就通

过你流出耶稣的灵，在你周围人就能更多被带到主
的面前。 

祷告：哦主耶稣，我接受并享受耶稣的灵的丰富供
应。在学习中，请将我从变得懒惰和失去干劲中拯
救出来。呼求主的名，依靠耶稣的灵的供应。请把
我变成一名积极上进的学生。 

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和与家长的亲子关系上，为了
使我成为一个正确的人，需要耶稣的人性。呼求主的
名，吐出自己的任性和扭曲的人性，吸入拥有耶稣人
性的耶稣的灵。主耶稣，请让我成为你的见证人。阿
门！ 

诗歌 662 荣耀福音向外推广(英 925) 
1.荣耀福音向外推广，乃是生命的涌流； 

藉著我们活的见证，失丧罪人蒙拯救。 
副）求主使我涌流生命，使你生命显於我； 
藉我作你活的器皿，將人灵里来点活。 
2.生命见证，使人心服，人纔肯来相信主； 
藉我生命涌流供应，人纔接主进心府。 

3.永远要像葡萄树枝，住在主里结果子； 
藉著里面生命涌流，將主向人来分赐。 

4.愿我生活就是传扬，使人在我看见祂； 
不仅用话宣传道理，更將生命来种下。 

诗歌 成为耶稣的见证 
一、 
主耶穌，我是真爱你，愿意单纯， 
赎回我所有的光阴，享你爱恩。 
喔看哪！我能在今天全然奉献， 
是因你始终的恩眷，奇妙成全。 
求你开通我耳，在你这神家的门， 
当你发出呼声，我愿意永远向你忠诚。 
把我印在你心，以你爱甚至你嫉恨； 
让我一生作你疯狂爱人。  
 
二、 
荣耀神，今愿在这里，向你屈膝， 
赐我们智慧启示灵，得见奥祕。 
这一生只愿投身你神圣经纶， 
只为你永远的心意︰基督身体。 
在我调和灵里，带我进身体实际； 
享你加强救恩，使我们成耶穌的见证。 
主阿！愿你快来！照著你所曾经答应； 
我们惟一羡慕是你再临。   



第一系列 高品福音 

第二题 基督是人生的意义 

西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
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约 5: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
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神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基督 

神需要人，而人需要基督。没有人，神不能完
成祂的定旨；没有人，神不能作任何事。另一面，
我们也必须说，‘没有基督，我不能作任何事。’没
有我们，神不能作任何事；没有基督，我们也不能
作任何事。神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基督。我们在这
里是为着神；基督在这里是为着我们。 

我们若不是为着神，并且没有基督为着我
们，我们就是悲惨、可怜的。不幸的是，这正是
今天世人真实的光景。世界上的人不为着神，也
没有基督为着他们。他们自己作主，信靠自己。
但我们基督徒与他们不同，因为我们是为着神，
并有基督为着我们。 

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 

就人的一面说，我们也许不能作许多事，但
我们都能呼吸、吃喝。即使小小的婴孩也知道如
何吃喝、呼吸，而不需要任何人教他们。照样，
在属灵的范围里，我们也是有所不能的；但我们
能吸入基督、喝基督、并接受基督作我们的食
物。基督是空气、是气息，基督是水、是饮料，
基督是粮食、是食物；因此，我们都能吸取祂。
神无意要我们凭着自己彰显祂，或凭自己为祂作
什么。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接受基督作生命，而
彰显祂并为祂作事。 

有两大错误－一是世人所犯的，一是基督徒
所犯的。世人的大错误是他们不为神作什么。另
一面，基督徒试着要靠自己为神作事；这也是一
个大错误。我们正确的路乃是不凭我们自己，而
凭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来为神作事。主耶稣说，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约十五 5
下。）然而使徒保罗说，‘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
面，凡事都能作。’（腓四 13。）没有基督，我们
不能作什么；但有了基督，并在基督里，我们就
凡事都能作。主在约翰十四章二十节告诉门徒：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
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因此，我们并非没有
基督。我们有基督，并且我们在基督里。 

今天在人类社会中，没有别的，只有虚空和
痛苦，因为世人都在错误的道路上。他们与神无
分无关；然而基督徒却试着靠自己为神作事。如
今在这世代的末了，主要有所恢复，而这恢复主
要的是借着年轻的一代。因此，你们青年人都该
学习，如何以基督为你们的生命，而为着神。我
若问你们在这里作什么，你们不该说你们是在这

里读书或作事。你们必须回答说，‘我在南加州
这里是为着神！’青年人在这里作什么？他们在
这里是为着神！用什么方式？乃是借着以基督为
他们的生命！这意思是说，他们吸基督，喝基
督，并吃基督。 

没有我们，神不能作什么；没有基督，我们
也不能作什么。我们是神的器皿，需要以基督为
我们的生命。我们是适合接受基督作我们生命
的，这是何等奇妙！动物被造不是为着接受基
督；但我们是，我们都有资格接受基督。 

诗歌３８１经历基督─作生命 

1. 主，你是我生命，活在我里面； 

带着神的丰盛，来将我充满。 

你的圣别性情，使我能成圣； 

你的复活大能，使我能得胜。 

2. 你这生命流通，我就蒙光照， 

使我活在光中，与你能相交； 

带来各种供应，也有所要求， 

使我得蒙洁净，享受你所有。 

3. 你是那灵运行，像膏油涂抹， 

将我心思、心、灵，全都浸润过， 

使我全人变化，成为你形状， 

直到成熟长大，满有你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