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3.23. 福音與我-2   

                              福音與我的靈魂 

 

** 福音不是一套理論或觀念，乃是非常眞實、實際、現實地影響我一切的。我一生的功效，都是從我

靈魂而來的，並且惟有福音透過聖靈，重生、成聖我的靈魂而成全神為我所預備豐盛榮耀的基業！  

 

1. 我永遠的本生命, 就是我的靈魂! 

 

  1) 當我離開肉身的時候, 帶着靈魂而走! 靈魂的希臘文原意, 是呼吸(πνεuμα, Pneuma), 英

文飜譯, 是Essence(本生命), Spirit(靈魂), Soul(心靈)-- 我們身體, 是暫時在地上日子裏所用的

器皿-- 我的靈魂體, 都是重要的, 但是我靈魂體一生的功效, 都貯藏在我靈魂裏-- 我的靈魂是在我

母胎裏的時候, 神吹在我身體裏的。出生之後, 我的靈魂的知.情.意成長, 但直到重生仍在不認識神

的狀態。我重生的時間到了, 神就再一次將聖靈吹在我靈魂裏, 叫我明白, 信從基督福音而重生。重

生之後, 我的靈魂在福音和聖靈的帶領之下繼續成長, 也會結出永遠的果子。 

 

  2) 我的靈魂連結於靈界! 我的靈魂會受到聖靈或邪靈的影響。透過我靈魂的光景, 我會知道圍繞我

的屬靈環境的光景; 並且我的靈魂也會影響屬靈環境。 -- 從看不見的靈界而來的能力是莫大的= 福

音所帶來的能力, 信心所帶來的能力, 愛所帶來的能力, 禱告所帶來的能力。。。 

 

  3) 我的靈魂影響我的凡事和未來! 若我靠聖靈而活, 我們能享受聖靈所賜各樣美好的恩賜和賞賜, 

能祝福我的靈魂、身體、生活、經濟、事工、周圍人、和遇見。。。; 但若放任邪靈而活, 會遇到相

反的結果-- 在同一個情況裏, 一個人是靠聖靈而享受福份並成就偉大的事, 另一人是受到邪靈的暗示

和控告而受痛苦並産生許多負面的事。 

  

  4) 因此, 我的一生在凡事裏學習中, 叫我的靈魂得着益處(成長), 就能過最成功的人生! 常常要

關注自己靈魂的光景-- 我們不怕遇到困境, 對我靈魂而言, 困境比順境帶來更大的益處-- 如此堅定

的人生, 是每天會蒙受心得恩典和冠冕。  

 

** 讀經: 約3:1-8, 弗2:1-7 

 

2. 福音和聖靈, 叫我的靈魂重生! 

 

  1) 福音與聖靈和我靈魂的關係: 福音與聖靈是原爲一的, 不可分開而講! 福音, 就是聖靈的心意, 

聖靈所默示的。一個人有機會聽福音並能明白而相信, 那就是聖靈的作爲<林前12:3, 弗1:13-14, 加

3:2>; 他能相信福音的事本身, 就證明聖靈已在他心靈裏; 並且他的靈魂因信福音而其眼光.關心.追

求都完全變了, 那就是重生。聖靈就像呼吸般的將重生的靈吹在他靈魂裏了, 並且聖靈永遠與他同在, 

感動、引導、賜能力並成全他。一個重生的聖徒每一次信靠福音的時候, 那就是信靠聖靈, 那時他心



靈裏所得的感動, 就是聖靈所賜的感動, 他的心靈所得的能力, 就是聖靈所賜的能力了。<賽11:2>說,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耶穌基督)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

和華的靈"。凡信耶穌基督和基督所啓示的福音的人, 都會都得基督身上的七靈。  

 

  2) 因此, 一個人的重生與對福音五個精義的了解,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一個人眞信福音的精義, 

就在他的眼光、心腸、關係、方法、興趣、追求上都會看到他重生的證據! ① 人的完全敗壞: 死在過

犯罪惡之中, 在其中判斷、說話、作事! 相信這事實之後, 我的靈魂無法不改變, 不會不要與基督同

死同復活, 也會得着在基督裏新造的靈魂, 不會仍然喜愛世界。② 深信蒙神揀選的兒女: 因此會得着

兒子的靈魂, 以兒子的身份面對父神並父神所造、所帶領的整個世界和永遠時光。③ 神對兒女永遠無

限不變的大愛: 因此, 在自己的條件、關係、經驗裏, 都能發現神的愛和恩惠, 也能勝過魔鬼撒但晝

夜的控告而得完全的自由,  且在任何情況裏(軟弱時更是)都能坦然無懼來到父神施恩寶座前蒙恩。

④ 神賜給兒女的應許和凡事裏的美意: 因此, 生命會有終身目標, 也能得着定見而能在凡事上發現神

的美意, 並且能享受被異象牽引着的生活, 也會看見年年得成全。⑤ 神叫兒女24小時凡事上的引導和

成全: 因此, 不會去別處非正常的尋找神, 乃是在自己的生命生活裏能看見神的引導和成全, 並且會

享受以察驗、順從、依靠、交托爲中心的生活。  

 

  3) 並不是說: 理智上完全了解那福音精義後才能得重生, 乃是說: 因爲同一位聖靈的作爲, 所以

凡重生的人都會明白而接納福音的精義。但, 越淸楚明白福音的精義, 就越帶出聖靈更大的能力! 無

學問的老人或孩童, 雖然不能理智上深奧的了解並說明福音的精義, 但他們聽信福音基本眞理(耶穌基

督十字架)而重生之後, 他們的生命、眼光、關心、興趣、方法, 都帶出完全的變化。他們不會再愛世

界, 他們就愛神愛人愛天國, 也愛親近神, 也能得着聖靈所賜的恩賜和賞賜, 也喜愛見證主。但, 雖

然有那種重生的證據, 然而那重生的生命必要透過福音和聖靈繼續要成長。 

  

3. 福音和聖靈, 叫我重生的靈魂成長! 

 

  1) 重生靈魂是會成長的, 也是要成長的: 並且惟有福音和聖靈叫我的靈魂成長! 重生時人的靈魂

是嬰兒狀態, 聖靈叫那靈魂愛慕靈奶就是神的話(福音), 並且適當的精鍊(試探、矛盾、逼迫)中叫那

靈魂漸漸長大而成爲成人。重生的靈魂若不成長, 因爲有仇敵也有聖靈的催逼, 因此會遇到各種的矛

盾。 

 

  2) 重生靈魂的成長, 與他正確認識聖靈有密切的關係! 不認識聖靈, 等於不認識神; 不認識聖靈

就無法看見神的同在、引導、能力和成全。凡不懂如何確信神的引導、如何依靠神的能力、如何看見

神的幇助和成全的靈魂, 都不能成長-- 認識福音, 就是認識聖靈, 認識福音越深, 就認識聖靈也越深

的; 深信福音所啓示的事實並按那事實判斷作事, 就聖靈的大能就在我的靈魂體、所講的言語、所作

的事情上都顯現出來。 

  

  3) 重生靈魂的成長, 必要經過"靠聖靈的禱告"! 聖靈每天在凡事上引導我, 賜能力給我, 成全祂

爲我所定的美意。我的靈魂明白而跟從的秘訣, 就是在於"靠着聖靈隨時多方的禱告"<弗6:18>。透過



福音認識聖靈之後, 我們要在凡事上察驗聖靈的帶領, 也要在凡事上依靠聖靈所賜的能力。我們的禱

告, 不可以單單以祈求爲中心進行, 乃要面對活神, 察驗神在凡事上的美意, 聽見主的聲音, 看見主

的作爲, 得着智慧和能力, 深信主的成全, 藉此要趕逐一切仇敵的欺騙和控告。因此, 必要掌握禱告

中蒙應允的秘訣, 禱告之後, 也要順從神的引導, 要確認神的成全。經過這樣的操練, 我的靈魂越來

越淸楚認識神, 並且我認識神多少, 我的靈魂成長成聖也有多少。  

 

  4) 重生靈魂的成長, 必要經過許多的精鍊, 也透過聖靈在精鍊中向我顯明福音(神的美意)而得的! 

經過苦難, 我重生的靈魂能成長到能喫乾糧的地步, 因此在任何情況裏都能享受主所賜絶對的平安和

喜樂, 而能彰顯出更榮美的生命。透過苦難, 我們能得着"在我敵人面前，你爲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

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23:5>; "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

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的生命<彼前1:7>。無論遇到何種苦難, 我們只能安靜仰望主(禱告), 

主必將祂的美意、能力、幇助、恩膏、新的門路向我們顯明, 若沒有經過那種過程, 我們的靈魂就無

法成長, 無法成爲更多人的祝福。 

  

4. 我的靈魂內外結出聖靈的果子! 

 

  1) 我的靈魂結出聖靈的果子= 重生靈魂得成聖的證據: ① 以主的愛爲最大的滿足；② 因此, 越

來越喜愛親近主；③ 在生命內外會結出生命的果子<加5:22-23, 彼後1:5-8, 徒1:8>；④ 能承受各樣

的苦難,  在苦難中蒙受七倍的恩膏和祝福；⑤ 越來越顯出基督榮美的形像和能力。 

 

  2) 我靈魂的蒙恩會帶來凡事上的蒙恩蒙福: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 

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詩1:3>。"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主必將生命

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16:9-11>。"我一生一世必有恩

惠慈愛隨著我"<詩23篇>。。。我靈魂的蒙恩, 全然是聖靈的作爲, 因此我們會知道聖靈將必凡事上恩

上加恩, 福上加福!  

  

  3) 在我周圍的人都會看到"神賜福與我"的許多證據: 聖靈在我身上開始善工的同時, 已經爲我豫

備好了藉我生命要蒙恩的聖民。所以, 在我的家庭、敎會、公司、親友裏會出現許多與我同蒙呼召的

聖民, 我們也會分辯誰是神所揀選、所愛的聖民。當我蒙恩的侍候, 義人會羨慕我, 惡人會敵擋我, 

曾經在主耶穌基督的人際關係裏所發生的事, 一樣在我的人際關係裏發生。但, 我們也會像基督一樣

靠聖靈愛人憐憫人到底, 也會爲衆人代禱。我們所愛的、所代禱的人, 也都是神所愛的, 因此當我生

命蒙恩而爲他們代禱, 傳福音, 作見證, 會看到他們一個一個按神所定的時間表與我一同蒙恩。  

 

 4) 我的生命在義人的會中繼續發揚廣大, 並且生命的連絡網和傳福音的門路繼續會被敞開! 會看到: 

我的生命漸漸連接到時代的同路人, 透過同路人所擁有的聯絡網, 傳福音的門路繼續倍乘式的被敞開

並連結起來。結果能看見主所賜<賽60:1-22, 徒1:8>應許的成全。在那種過程中, 我的兒女和後裔也

都成爲同路人, 並且我能生養許多蒙恩的屬靈後裔!  

 



** 結束的話:  

 

** 禱告: 親愛的主啊，求你將你創造我生命的美意，並將你爲我所安排永遠的時光向我們淸楚顯

明，好叫我在地上一生的日子不成爲徒然，而能得着最美好的功效和生命果子。阿們！創立世界之

前，你在基督裏揀選我爲你永遠的兒女；你爲我所定的時候到了，你就在我母腹裏按你的形像造我這

獨一無二的生命；又將你的生氣吹在我鼻孔裏，創造我的靈魂，叫我的靈魂住在我的肉身裏，並叫我

的生命連結於靈界。從我母腹裏出來之後，你的恩手一直托住我的生命，叫我的身心靈漸漸長大，並

叫我的知情意也漸漸成長。但，你將你的心就是基督福音尙未向我的靈魂顯明，你的聖靈尙未觸摸我

的心靈的時候，我的靈無法認識你，仍然在邪靈的首領之下；你的美意就在於叫我眞正認識你在基督

裏所顯明的義，而永遠脫離撒但一切的欺騙和不義。主啊，我們永遠感謝讚美你，永遠愛你，要與你

同行！我們堅定了一生的目標，乃是叫我們重生的靈魂多多認識基督福音和聖靈，迅速成聖，而能活

出基督榮美的形像來，成爲衆人的祝福。我們深信：你已悅納了我們的心意，天天正在豐盛榮耀的成

全。阿們！   

 

** 本週禱告題目 

 

1. 我的靈魂是重生的靈魂麼？我可以分辯重生之前和之後的靈魂有何不同麼？我明白：在我靈魂的重

生上，福音和聖靈帶來如何的作用麼？我可以說明：福音的五個精義（上週信息），如何叫我們完全

與世界、異敎和異端分別爲聖麼？  

  

2. 我的靈魂是越來越成聖的靈魂麼？在一個靈魂成聖上，最關鍵性的突破有哪些？我已淸楚認識了：

在我信福音之人的心靈裏運行的聖靈麼？我已得了神叫我的靈魂還在我肉身裏的理由麼？我越來越淸

楚神在凡事上透過聖靈向我顯明的美意麼？我的禱告叫我明白聖靈的引導而跟從，叫我得着聖靈所賜

的能力，叫我看見聖靈的成就麼？  

   

3. 我靈魂的蒙恩帶來如何美好的果子呢？只要我願意，我就隨時都能享受聖靈在我心靈裏所結的美

果麼？我已掌握了“靠聖靈，趕鬼，享受天國”的奧秘麼？我靈魂的蒙恩帶來凡事亨通的祝福了麼？

當我蒙恩的時候，神在我周圍的人生命裏作了哪些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