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
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
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
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16 And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advocate to help you and be with you forever  17 the Spirit 
of truth. The world cannot accept him, because it neither 
sees him nor knows him. But you know him, for he lives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
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祂来了，
就要为我作见证

When the Advocate comes, whom I will send to you 
from the Father—the Spirit of truth who goes out 

from the Father—He will testify about me.



只等真理的圣灵
来了，祂要引导
你们明白一切的
真理；因为祂不
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
的都说出来，并
要把将来的事告
诉你们.



一. 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
The Comforter is the Spirit of Truth



一. 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

You can trust the leadership of the Holy Spirit. He 

hasn’t been sent to lead you down or cause you to 

make wrong decisions. He is holy. He is the Spirit of 
truth!

你可以信靠圣灵的带领.祂来不
是令你失望或導致你做出錯誤的
決定.祂是聖潔的.祂是真理的灵！



一. 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
约翰壹 1 John 2:27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
膏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
事上教训你们。这
恩膏是真的，不是
假的；你们要按这
恩膏的教训住在主
里面。



二.要与圣灵有关系

▪ 看圣灵如你的教练
Be Relate to the Holy Spirit

See the Holy Spirit like a coach to you



二.要与圣灵有关系

➢教导 Teach

➢忠告 Advise

➢指示 Instruct

➢训练 Train

➢鼓励 Encourage

➢发展 Develop

➢引领 Guide

➢修正 Correct

➢培育 Cultivate

➢预备 Prepare

Be Relate to the Holy Spirit

What does a coach do to you？

▪ 教练会为你做什么？



➢他不会替你作，你应该做的！He 

does not replace you to do what you need to do!

➢你的不足正是让你得着圣灵帮
助的资格 Your inadequacy qualifies you 

for the Holy Spirit’s help

➢你的合作释放圣灵的大能 Your 

cooperation unleashes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二.要与圣灵有关系
▪ 教练不会为你作什么？

What does a coach NOT do to you？



三.要被圣灵引领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 学习听 Learn to hear

罗马书 Romans 10:17 

可见，信
道是从听
道来的，
听道是从
基督的话
来的。



▪ 学习起来行动 Learn to act

三.要被圣灵引领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 The stories 

that Jesus healed the blind: Matt. 9:27-30, Mark: 

8:22-25, Mark 10:46-52, John 9:1-7



约翰 John 5:19

三.要被圣灵引领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
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惟有看见
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
事，子也
照样做。



▪ “合作”
是跟随圣
灵引领的
先决条件
Cooper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to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the 

Holy Spirit 

三.要被圣灵引领 Be Led by the Holy Spirit



四.要赢得！“你的合作”
Win Your Cooperation 

罗马书 Romans 8:19 

受造之物切望
等候 神的众
子显出来。

罗马书 Romans 8:14 

因为凡被 神的
灵引导的，都是

神的儿子。



▪ “引导 led” = “ago” (希腊文

四.要赢得！“你的合作”
Win Your Cooperation 

Greek)

“agon” 的字根 the root of 

“agon” (希腊文 Greek) 
=  激烈的冲突或挣扎
an intense conflict or struggle



▪ 这不是容易的 We know it’s hard

四.要赢得！“你的合作”

罗马书 Romans 7:22-24 
22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

意思，我是喜欢神
的律；

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
有个律和我心中的
律交战，把我掳去，
叫我附从那肢体中
犯罪的律。

22 For in my inner being 
I delight in God’s law; 

23 but I see another law 
at work in me, waging 
war against the law of 
my mind and making 
me a prisoner of the 
law of sin at work 
within me.



▪ 这不是容易的 We know it’s hard

四.要赢得！“你的合作”

罗马书 Romans 7:22-24 

24 我真是苦
啊！谁能
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
身体呢？

24 What a 

wretched man I 

am! Who will 

rescue me from 

this body that is 

subject to 

death?



▪ 但是我们知道可以得胜，因为

四.要赢得！“你的合作”

But we know we can win, because

罗马书
Romans 7:25a

感谢神，靠
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
能脱离了！



▪ 但是我们知道可以得胜，因为
四.要赢得！“你的合作”

罗马书 Romans 8: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
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
们心里，那叫基督耶
稣从死里复活的，也
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
的圣灵，使你们必死
的身体又活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