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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講   神的命令 聖靈的工作

神的命令

約翰一書第三章23至 24節：「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

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遵守 神命令

的， 神就住在他裏面，他也住在 神裏面。我們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

們裏面，是因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信服真道 — 耶穌基督

聖經是永生 神的命令，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祂的命

令是什麼呢？祂的命令就是讓我們信服「真道」。「真道」就是耶

穌基督，耶穌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信服真道，這個跟一般世界上其

它宗教的解釋不一樣。信服真道，一般來說就是信服一個道理，信

服一個正確的道理，真道。但是在聖經裏不是這麼解釋，這個真道

是什麼呢？真道就是耶穌基督，耶穌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叫我們

信服真道。所以 神的命令，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就是讓

我們來信耶穌，這就是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

耶穌基督的名，耶穌基督就是真道。把約翰一書第三章跟羅馬書第

十六章結合在一起，就清楚了，「這個道就是耶穌基督」，再跟約

翰福音第一章14節結合來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

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祂的榮光，正是父懷裏的獨生

子的榮光。」

那麼這個榮光叫什麼呢？就叫「真道」。所以信服真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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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神給人的恩典

就是祂的獨生子，「信」，就是把這個恩典接過來，把耶穌基督接

受進來，你一信，這個恩典就到你裏邊，你接受了，凡接待祂就是

信祂名的人，你接待，你把恩典用信心接受了，就得了生命，這生

命一活出來就是愛。

因信得福

我有的時候在講臺上做一個比喻，用一個法子，什麼法子呢？

我帶著一隻派克筆，從西裝口袋裏拿出來，我說：「現在要把這支

筆送給一個人，誰相信？」我拿出筆來在講臺上晃，沒有人信，

都以為我逗他玩，沒一個人答應。結果弄了半天，有一個小孩說：

「牧師，我信。」他信！你說怎麼辦？我能把筆再插回去嗎？不可

以，我就給他。這個孩子後來高興，樂得不得了，說：「我得了一

支鋼筆！」

其實信心就是這麼回事， 神把祂的獨生子賜給我們，信祂的不

至滅亡，罪就赦免了，反得永生，永遠的生命得著了。所以信主耶穌

基督就是真道，祂是道成了肉身。你信祂，你就得到永遠的生命，這

個永遠的生命就進來了。那麼一得了永遠的生命，我們就要繼續活在

與 神交通中，就要彼此相愛。我們說過了，只要一有恨就糟糕了，你

的靈就不通了。

這個相愛，跟第二章15節也有關聯，相愛不僅是愛人，也要愛 

神。所以不要愛世界，因為如果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

你跟 神聯絡的方法就是愛。我今天告訴你，很多人誤會，以為 神

就是「信耶穌基督」。那麼你信了耶穌基督以後，你要照著耶穌基

督的命令，耶穌又發了個命令，那是在約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穌要

離開門徒的時候，給他們洗腳，洗完了腳以後，耶穌就說：「我賜

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神的命令是讓我們「信耶穌」，我們信了耶穌也要聽祂的命令

「彼此相愛」。這「命令」兩個字，我要給大家解釋一下，命令是

必須遵守、遵行的，不是可有可無的。聖經裏有好多不叫命令，叫

教訓，你可以遵守，可以不遵守。但是命令不行，命令是非遵守不

可的。所以 神給我們天下萬國人的命令就是：你要信耶穌基督，要

信服真道。

這聖經就是解釋這事情，我講了這麼多，也不過是講你必須信

耶穌，「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所以我再說 神的命令就是要我們信祂兒子耶

穌基督的名，那麼你信了祂，就要照著祂的命令彼此相愛，要活在

愛裏，這是耶穌的命令。耶穌命令我們彼此相愛，不讓我們打架，

不讓我們吵來吵去，要彼此相愛，凡是違背 神命令的， 神就不在

他裏面。

約翰一書第三章24節：「遵守 神命令的， 就住在 神裏面， 神

也住在他裏面。」這樣人、 神就完美地交通在愛裏邊。所以我們基

督徒信主以後，必須活在愛裏頭。另外一個說法，什麼叫恩典？ 神

要給我們恩典，只要你信就可以得到，那麼 神給我們的恩典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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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道是愛的道

那麼你若有一點點愛， 神就高興了。聖經裏說：「住在愛裏

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這就是最重要的一

個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福音之道，是有福之道，是得福氣的一個

道，但是生命之道也是個「愛的道」，我們必須得懂得愛，這是非

常要緊的。

所以約翰他明白這個愛，約翰在主的門徒裏被稱為愛的使徒，所

以約翰老了的時候，人家抬著他，因他走不了路，他一到那裏就說：

「小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就這麼句話。他解釋聖經說得真是

清清楚楚，「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並且照祂

所賜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遵守 神命令的就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

他裏面。」我們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們裏面，是祂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還因為我們愛。

真理的聖靈

這個聖靈來了，說實在的有很多人以為聖靈來了就打滾，就倒在

地上，就嘔吐，就說方言。其實不是，聖靈來了，第一個是「要我們

為罪為義自己責備自己」，是讓我們知道自己有錯，什麼是罪，什麼

是義，讓我們辨別這個。聖靈來了是「引導我們進入真理」，讓我們

明白 神所講的話，因為 神的話有好多我們不能領會。所以約翰福音

第十六章12節，耶穌說：「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但

當不了（或作『不能領會』）。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

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聖靈的工作不是讓人打滾、讓人跳、讓人

喜歡聽好話，以為 神喜歡人讚美祂，鼓掌跳舞讚美祂，所以有人

一聚會就大聲呼叫，就讚美就跳。其實 神不是喜歡這個， 神最喜

歡的一個東西就是愛，你不用跳也不用唱，你只要心誠，實實在在

地跟 神說：「神啊，我愛祢！我真的非常非常真心地愛祢。」這個 

神就知道了，這比什麼都靈，比什麼都快，比什麼都準，因為 神就

是愛，你只要愛 神，你這麼一愛， 神就知道了。

愛心能造就人

所以若有人愛 神，這人是 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書第八章1

節：「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因為你一愛， 

神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好多人錯誤，在 神面前有的人奉獻錢，以為

多給 神點錢， 神就高興了，沒這個事！要看你的錢怎麼來的，假

如來路不明，你獻給 神還得罪祂了。你奉獻的錢假如是貪污來的，

假如是營私舞弊不法來的，那麼 神還不要呢，這簡直是褻瀆 神。

有的人以為蓋個大禮拜堂 神就高興了，我告訴你，你蓋了禮拜堂，

裏頭不講真道，專講些 神不喜歡的話，那得罪了 神。

但是如果你真正從心裏有那麼一點點真心地說：「 神啊，我愛

祢」， 神就知道了。 神不光知道， 神就有回應，因為 神是愛的 

神，最能感動 神的就是愛，所以「 神愛世人」，「 神就是愛」。

我以前不懂 神為什麼愛世人，人有什麼可愛的，我們自己照照鏡

子，真的糟糕透了，沒有可愛之處。但是 神為什麼愛我們愛到這樣

的地步呢？因為 神就是愛，沒有原因， 神非愛不可，因為祂裏邊

就是愛，祂就是愛，所以 神非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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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只要你照過相的，只要你在外頭那麼一閃，你看過的都記到腦

子裏頭。

所以人讀聖經、背聖經不會忘的，忘了是因你沒有用它，沒有

用處你才忘的，等到需要的時候，那靈一來就想起來。拿我來說，

我在這講道，我根本也沒有講稿，我禱告說：「主啊，我現在要講

你的話，求你讓我想起你的話來。」這裏一點，那裏一點，我到時

候往這邊一站， 神的話就來了。 神的靈就讓我想起這句話，想起

那句話，就把聖經貫通了，這是什麼呢？這是以賽亞書第三十四章

16節所說：「你們要查考宣讀耶和華的書，這都無一缺少，無一沒

有伴偶，因為我的口已經吩咐，祂的靈將它們聚集。」

神的靈將他們聚集

所以人的眼睛是最靈敏最快的照相機，還不用調快門，也不要

調光圈，會自動調焦距，自動調光圈，全自動化。那麼底片是什麼

呢？就是我們腦細胞，每一個腦細胞都是一個「靈的記憶體」。凡

是我們所看的、我們所聽的、我們所聞的、我們所接觸所感覺的，

都有記憶。否則你從小到大，怎麼懂這麼多事，你怎麼能做出各樣

的反應來呢？那都是腦子配合眼睛的物覺，眼睛看的、耳朵聽的、

鼻子聞的、嘴巴嚐的、肉體所接觸的，還有我們唸書所唸過的，老

師所講過的，朋友跟我們談論過的，說實在，你都記在你裏頭。

不過有的記得深刻一點，就比較清晰，有的人記得道聽途說，

馬馬虎虎就忘了。所以有學生上課，不聽老師講，他在那兒胡思亂

想，像這樣的人，老師的話，似乎說了似乎又沒說，都記不大清。

鬧，是讓人明白真理。聖靈來了是把愛澆灌在人裏頭，聖靈來是澆

灌愛的。羅馬書第五章5節說：「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

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靈來了就是愛來了，所以

一個基督徒，他若追求屬靈，他一定滿了愛心。這麼說，假如一個

丈夫聖靈充滿他，他一定特別愛太太，假如一個太太被聖靈充滿，

她一定特別愛她的先生，因為自己是最親近的人。被靈充滿的人一

定愛父母，一定孝敬父母，一定的，因為愛，他別的不愛，他的父

母、自己的親人還不愛嗎？當然他也會愛別人。所以，所謂聖靈充

滿，就是愛充滿。

聖靈的工作

我們在聖經裏再舉一個例子，什麼叫恩典呢？恩典就是 神把祂

兒子耶穌白白地賜給我們，只要信，你一信，你就得到這個恩典

了。那麼 神的兒子一進來，你接受了，到了你裏面還叫恩典嗎？不，

就叫生命。所以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大家就懂了，叫生命，

你一接受耶穌基督進到你心裏來，你信祂就有生命。但是這個生命

要一活出來，又不叫生命了，叫什麼？弟兄姊妹你自己可能知道，

就叫愛。所以這個生命表現出來的就是愛。

聖靈還有一個工作，我也要告訴大家，是最要緊的，真正的聖

靈是讓你想起 神的話來。我鼓勵人背聖經，鼓勵人讀聖經，好多老

年的弟兄姊妹跟我說什麼呢？說：「讀聖經不行了，老了，記得慢

忘得快，費了好大勁唸了半天，記下來了，到了明天一下子忘了，

不知道了。」我告訴弟兄姊妹們，你錯了，絕對沒有忘。只要你唸

聖經，簡單地按著科學說，人的眼睛是個照相機，人的腦細胞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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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們說，基督徒的靈來了就想起 神的話來，

人的腦子跟電腦操作完全一樣，不過用的是「靈」。這是在約翰福

音第十四章25至26節：「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

們說了。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

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所以

你不要以為你讀的聖經忘記了，不會，就拿眼睛看一遍它都會記下

來，何況你還背了、唸了好幾遍，已經照了好幾次相了，它都給你

輸入進腦子了。

有的時候是你用別的東西把它蒙蔽了，你聽了很多不切實際的

東西，把記憶力給打散了。假如你是清靜的人，你的心很清，你所

記憶的東西就很清楚了。我盼望能把這個說明，讓我們知道聖靈來

了是讓我們充滿了愛，是讓我們能夠想起聖經，讓我們能夠進入真

理，能夠讓我們檢查自己的罪。聖靈來了最大的一個表現就是愛，

我們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住在 神裏面，是因為祂所賜

給我們的聖靈。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

面，這叫與 神親密的交通。下次我們要講生命之道的第三步：與 神

同行。

所以到時候他麻煩了，考試的時候他就找不出答案來。假如老師說

時，他清清楚楚聽過，他再唸一些書，很容易就記下來，等他做答

案的時候，那個靈光一閃就出來了，他就知道怎麼答了。

因為我常常講道，我有這個感覺，凡是我所見過的東西，我所

聽過的東西，我所學的東西，我所想的東西，都跟我講道有關係，

我用的時候它忽然間出來了，這是什麼呢？這是 神已經吩咐了「祂

的靈將它們聚集」。所以 神造我們人的腦子，這個腦子是全自動化

的攝錄影機，捕捉世界上一切的影像、聲音、光彩，它都記錄下來

了，不用底片，我們的腦細胞就是底片，腦細胞就是記憶體。不過

現在科學家都知道，言語記在腦上邊的哪一個皮層上、視覺在哪一

邊、聽覺在哪一邊、味覺在哪一邊、嗅覺在哪一邊、觸覺在哪一

邊，他們現在都研究出來了。所以人的腦子非常奧妙，這是 神給我

們得天獨厚一個天然的、全自動化的攝錄影機，連聲音、連光線都

可以裝在裏面，你一通電，你一打信號，就出來了。

聖靈的提醒

所以你說你背聖經會忘，我告訴你不會忘，你儘管背。你覺得

你忘了，你用的時候就自動會出來。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我

也把這個特別講給各位，但是你靈要強，你靈的操作要快，那麼聖

經節出來時就很容易。假如你的靈不通，你要用你自己的思想去搜

索、去找，那節聖經人家問我在哪，我找不著，就很麻煩。你要用

自己的記憶力去尋找這節聖經很難，假若用靈，靈來了就快得很，

就在那，靈一下子就把它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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