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课   圣灵要引导你 

 

    在圣经中共有 32，000 个应许，但是人要得到其中的
应许并保守这个福气，就必须经得起神的考验。 

    保罗写信给加拉太说：“如果你已被圣灵充满，就当
靠圣灵行事。”哥林多的信徒已经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
未能尽他们的本份靠圣灵行事，因此使徒忧伤的说：“你
们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 

    不论一个人得着多少属灵的恩赐，如果他不是靠圣灵
行事就完全算不得什么。例如：圣灵来乃是要引导信徒进
入真理，但是一位信徒若不愿意学习真理，圣灵怎能完成
祂的任务呢？又如：圣灵来是要赐给我们能力作祂的见证
(使徒行传一：8)，而一位信徒若常忽略作见证的机会，圣
灵又怎能给他这种能力呢？再如：圣灵要将祂帮助人祷告
的大能加给人，但是一位信徒若不愿意祷告，而且不承认
圣灵，那么圣灵怎能帮助他祷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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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神的全部恩赐是按照各人奉献自己的心而
赐予他的，而圣灵的果子却是要人靠圣灵行事而结出来
的。所以必须天天使身体顺服神，并接受祂的恩赐“靠圣
灵行事”。 

本课内容： 

    你有一位朋友引导你 
    祂要藉着神的话(圣经)引导你 
    祂要藉着教会引导你 
    祂要藉着属灵的恩赐引导你 
    祂要藉着异象与异梦引导你 
    祂要藉着环境与感动引导你 
 

你有一位朋友引导你 

   “你想，我该怎么办呢？”这句话你问过你的朋友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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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有些人甚至去依靠算命的和卜卦的解决他们的问题，
岂不知你有一位朋友比他们高明得多吗？祂知道未来的
事，祂也知道对你是 有益处的事，祂爱你并要在你所有
的决定上引导你。这位就是“圣灵”——“你的一位有益的朋
友”。 

     加拉太五章 16，25 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
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习题 

1. 背熟加拉太五章 16，25 节。 

2. 背熟“本课内容”里的六个标题，也就是圣灵引导你的六
种方法。 

 

祂藉着神的话(圣经)引导你 

    圣经就是一本圣灵引导你奔向天堂道路的“地图”，祂
要你将每天读圣经所得的教训，帮助你实行在你日常生活
的环境中。所以每天读圣经是你 重要的事。 

    圣灵时常是藉着你在圣经上所读到的某些经句向你
讲话。因此你常会听到很多基督徒作见证说：“我有一个
问题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忽然在我正读圣经的时候有一节
经句突现在我的眼前，引起了我的注意，而这节经句正是
我 需要的，于是我的问题就获得了解决。”圣灵更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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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已背熟的经句引导你。当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会使
你想起那些恰好对你有用的话来。当你被试探想去作一件
你不该作的事时，也许会有一节圣经上的话会如红灯一样
在你的心中亮起来。“主啊！你看得见我。”圣灵就是从圣
经中将这样的话在恰好需要的时候带给基督徒们，使他们
脱离试探胜过邪恶。 

    诗篇一一九篇 9 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 

    圣灵或许是藉着圣经里的教训向你讲话，或许是藉着
教会里的布道及教导，或许是藉着收音机，或许是在研究
圣经时，或许藉着如今天你所研读的这种函授课程。请背
一遍约翰福音十六章 13 节。 

 

习题 

3. 背熟约翰福音十六章 13 节。 

4. 背熟诗篇一一九篇 9 节。 

5. 你曾经有过忽然想起一节经句帮助你解决了你的问题
的经历吗？ 

6. 你已将本课应背的经句全背熟了吗？ 

7. 你期望这些经句能怎样帮助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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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藉着教会引导你 

    一个小孩子如何的学习走路、说话、跑跳、玩耍和工
作呢？不是由他家中的人帮助他吗？他的父亲、母亲、兄
弟、姊妹，大家都教导他，告诉他该做什么，并且要如何
的去做。自你“重生“以后，圣灵就使你成为神的家庭中的
一份子。所谓神的家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圣灵期望
你接受你在基督内的弟兄、姊妹们所给你的帮助。只要你
在你本地的教会里尽你自己的本份，你就必会得到许多的
带领、教导和帮助。但是这个教会必须相信全部圣经和完
全顺从圣经的教训，而且是教导和接受圣灵工作的教会。 

    基督在教会里设立了牧师、教师和其他的领袖们。圣
灵为他们预备了特别的恩赐和能力，使他们能够完善的做
他们的工作。 

    以弗所书四章 12 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
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里的每一位信徒都需要被圣灵充满，不论是做领
袖的或是会友们都要被圣灵引导，整个教会才能同心合意
的为主工作。在神的计划中，人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尽
职。 

习题 

 
48



8. 你已加入一个本地的教会吗？  

9. 在教会中你担任什么工作呢？ 

10. 请为你本教会中的牧师和其他领袖们祷告，使他们继
续常常被圣灵充满。 

 

祂藉着属灵的恩赐引导你 

    圣灵有许多属灵的恩赐要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祂要我
们接受这些恩赐，使我们可以彼此帮助。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4，7 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
是一位；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 

    你已经读过有关信心、异能和医病的恩赐了，还有一
些其它属灵的恩赐如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8，10 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
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叫一人能行
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
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圣灵可以赐给你的牧师或其他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
们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讲出正是你所需要的宝贵信
息。这个信息或者直接的给你一种深刻的印象，或者仅在
你眼前一现而已，你会突然间明白了神的旨意。突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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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节经句上的启示，会让你知道该如何应用在你的问题
上。神也会赐给你恰当的话语，去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
人。 

    圣灵的工作不仅是为了在急难时帮助你，而且是要帮
助你在每日的生活中实行神的旨意。当你向人传讲主耶稣
基督时或是教授圣经课程时，你需要圣灵的引导。做父母
的人也需要神所赐的智慧的言语，对他们的儿女作正确的
劝告。 

    以弗所一章 17 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
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出埃及记卅五章 31 节：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
有智慧、聪明、知识，能作各样的工。 

    说预言、说方言和翻方言都是圣灵向一个团体讲话的
方法。预言乃是神藉着讲话的人说出祂自己的话来，也许
是要告诉我们一件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也许是仅仅为了要
帮助那听道的人而给他们的劝勉与安慰的话。有的时候这
种信息是由说方言的人说出，再由翻方言的人翻出来，所
以这两种恩赐加起来就等于说预言的恩赐。 

    有些人因听过有关异端的事，就惧怕这些属灵的恩
赐。这就如同一个人因为怕得到伪钞，而拒绝接受所有的
钞票一样。撒但常常模仿神的工作混乱人的思想，所以有
圣经以来就有假先知的存在，至今世上仍有假先知。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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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朋友(圣灵)祂不愿意你为了怕得到撒但仿造的膺品，
而拒绝接受神要给你的恩赐。 

    神更不愿我们被撒但仿造的工作所欺骗，所以祂的恩
赐中有一样是辨别诸灵的恩赐，以便保护教会不受邪灵及
人们的错误观念所害，因为有时出于人的错误观念会被认
为是神的启示，所传的信息带给人一种可怕的混乱。例如：
告诉人该和谁结婚；该到什么地方去；或者该做什么事等
等。因此神告诉我们要慎思明辨，察验所传的信息。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9-22 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
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作。 

    由圣灵而来的信息必定合乎下列的五个标准： 

    这信息必须是完全合乎圣经的。 

    例如：有一个信息告诉人去占有别人的妻子，这个信
息绝不可能是出于圣灵的。因为圣灵来乃是要帮助我们顺
服神，而不是要告诉我们去违背神的律法。所以无论什么
信息总要以神的话(圣经)去衡量是 重要的事。 

    这信息必须是真实的。 

    若是一个信息不是真实的，也就不是出于圣灵的，因
为祂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由祂来的预言必定会应验的。 

    耶利米书廿八章 9 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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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  

    申命记十八章 21，22 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
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
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这信息一定是尊敬基督的。 

    因为神的灵与基督的灵都是尊敬圣父并圣子的。 

    约翰福音十六章 14 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
于我的，告诉你们。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3 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
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这信息必定会带来祝福，而不是混乱。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3，4，26 节：但作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免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
己；作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弟兄们，这却怎么样
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
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凡传扬信息的人必定是神志清楚和有责任感乃是
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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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但会模仿圣灵的工作。例如：一个交鬼的人，他被
邪灵控制时就魂不符体，没有知觉，也不知自己所说的话
是什么。但是圣灵藉着人传达信息时并不是这样。祂乃是
藉着一个神志完全清楚的人与祂合作。那人可以自主何时
说话，何时停止，因此绝不会阻碍牧师或其他人的讲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清楚地教训了我们这件事，牧师
应该鼓励会众使用圣灵的恩赐，但是他也要负责会众的秩
序，不可混乱，所以那些有圣灵恩赐的会众也必须承认牧
师是领导他们的，更不可拒绝他的指导与劝告。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32，33，40 节：先知的灵原是顺
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
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习题 

11. 背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9-22 节。 

12. 背熟察验信息的五个标准，以便察验所传的信息是否
是由神而来。 

13. 你觉得现今的时代需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述的各
种圣灵恩赐的工作吗？ 

14. 这些属灵的恩赐也运行在你的教会中吗？ 

15. 你愿意接受一种属灵的恩赐吗？请为此而祷告。 

 

 
53



祂要藉着异象与异梦引导你 

    你在圣经中已经读过有关神如何在异象和异梦中向
人讲话的事。现今圣灵仍然用这种方法向人讲话。约珥先
知的预言已应验了。 

    使徒行传二章 17 节：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
人要作异梦。 

    以下是巴尔德牧师在公元 1940 年所写，关于在北平
圣灵浇灌的奇妙事件： 

    “有的认罪悔改；有的说方言和翻方言；有的说预言；
有的作了属灵的梦；有的看见了天上的荣耀和基督；有的
得到了神医病的恩赐，但是 好的乃是属灵的祷告和敬拜
神的那种气氛。 

    有位名叫高菊如(译音)的女士，她的心灵深处很渴慕
神的同在，但是她怕让人看到她被圣灵充满时的样子，也
不愿意让别人为她按手祷告，可是她忽然之间在异象中看
见了耶稣很慈祥的用祂那带着钉痕的手按在她的身上，于
是她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就仆倒在地，并且按着神所赐的口
才很快乐的说出了方言。” 

    梦若是由神而来的，必定是清清楚楚，而且印象也很
深刻。有很多人是在睡梦中得到神的警告而离弃罪恶，悔
改并接待了耶稣作他的救主。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梦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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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祝福、帮助和鼓励。        

    有时圣灵也可能在梦中引领你为某人祷告或者警告
你一件危险的事。然而大多数的梦并不是神的启示，只不
过是因为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小脑仍旧在工作，因此将
你的思想变成了梦而已。然而你可以让这些梦帮助你，使
你记起为梦中所见的每一个人祷告。 

习题 

16. 现今神仍旧藉着梦向人说话吗？ 

17. 大多数梦是由于神的启示或是出于我们的小脑呢？ 

18. 若是你常作梦，请你在上床以前先作祷告，告诉主耶
稣在梦中你愿意亲近祂，在起床后立刻要为你所梦见
的人祷告。 

 

祂要藉着环境与感动引导你 

    有一位基督徒错过了他所预定要搭乘的那班巴士。后
来等了四个小时之久，才乘上了下一班的巴士，他上车后
来了一位妇人坐在他的身旁，谁知这位妇人正是急需神帮
助的人，于是这位基督徒很快地带领她认识了基督。这就
是圣灵藉着环境引导基督徒为祂工作的事实。 

    在你面前机会之门似乎都关闭了？请看看四周，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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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要为你 一个有更好机会的门呢！想想看，早期教会
基督徒们是为了逃命而离 耶路撒冷的，但是他们所到之
处就传讲福音，因此使许多人认识了耶稣基督。又如保罗
被关进监狱无法继续他的旅行布道，但是在狱中他却写下
了 能帮助人的书信。 

    你的环境艰难困苦吗？也许神将你安置在这样的环
境中，是为了要用你为祂工作。求圣灵帮助你查看有什么
你能为祂工作的机会，然后把握机会设法为祂工作，并且
改善你的环境。你乃是神的一盏灯，不要怨恨环境的黑暗，
只要在你的岗位上为祂发光。 

    你若信靠圣灵能帮助你选择你所应做的事，那么祂就
常常会藉着感动来引导你。例如：你对一件事情决定这样
做就觉得心中非常平安，而决定用另一种方法时就会觉得
很不平安。 

    有一位做生意的基督徒，他已经订了一个飞机的坐
位，但是他心中很不平安，而且越想越觉得不安。于是就
换了一班飞机。没想到他前订的那班飞机在起飞后就发生
了意外，全体乘客都遇难死了。这就是圣灵用感动的方法
救了他的性命。 

    箴言书十六章 9 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 

    有一位牧师，一天正忙着要去赴一个约会，可是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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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有一个感动，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站住，走
往那边的一间房子去敲门。”他本不想理会它，然而这个
感动越来越强烈， 后他就顺服地走向那间房子。谁知在
那间房子里有一位基督徒正迫切的需要他的帮助。 

    另外曾有一位基督徒忽然觉得非要急忙去探望他的
一位朋友不可。当他到达他那位朋友家，发现他朋友正要
自杀，于是这位基督徒引导他认识了基督，也救了他的性
命和灵魂。 

    还有一次，有位牧师和他的太太因为无钱买食物正在
求告神。忽然来了一个人，将一篮的食物送给了这位牧师，
并且说：“主耶稣叫我带这些东西来给你们的。”有时候神
就用这种方法证实祂已垂听了祷告。 

    若是你被圣灵充满而且顺服神的引导，你的生命将会
变得多采多姿，祂要带领你进入一个大有作为、大有福份
的丰盛生命。 

习题 

19. 你愿意让圣灵引导你吗？在这个礼拜内每天早上
求告圣灵引导你去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要仰望
圣灵的引导并且完全顺服祂。 

20. 你能背出加拉太书五章 16，25 节；诗篇一一九篇 9
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9-22 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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