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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的感动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John 约翰福音 16:7-13

16: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

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

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

就差他来。

16: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

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16:9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16:10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

就不再见我；

16:11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

判。

16:12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

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

领会”）。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

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

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6:7 Nevertheless I tell you

the truth: it is to your

advantage that I go away,

for if I do not go away, the

Advocate will not come to

you; but if I go, I will

send him to you.

16:8 And when he comes, he

will prove the world wrong

about sin and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16:9 about sin, because they

do not believe in me;

16:10 about righteousness,

because I am going to the

Father and you will see me

no longer;

16:11 about judgment,

because the ruler of this

world has been condemned.

16:12 "I still have many

things to say to you, but

you cannot bear them now.

16:13 When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he truth; for

he will not speak on his

own, but will speak whatever

he hears, and he will

declare to you the things

that are to come.

大家好！希望大家都度过了平安

的一周，我今天分分享是我上周

五晚上在团契里分享的题目的一

个延伸，会有些重复，但是还是

有许多新的内容。

今天是五旬节，一般来说，基督

徒对圣诞节和复活节比较熟悉，

但是对五旬节就比较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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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灵降临的日子。耶稣复活后

（复活节后）第五十天，圣经记

载（使徒行传2:1至4）：「五旬

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

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

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

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

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先是有人们都看得到，感受得到

的物理现象（包括大风的响声，

但是是出现在室内的响声，还有

如同舌头形状的火焰落在信徒的

头上，然后就是从门徒身上体现

出来更奇妙的现象）原先在耶稣

被抓起来，被人们钉死在十字架

上的时候都逃跑的耶稣的门徒们

，得到了圣灵后突然得到了能力

，口才，智慧、还有勇气，甚至

自信confidence，让他们用外国

的语言传讲天国的福音。这就是

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前告诉门徒

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读经取自约

翰福音16:7至13。耶稣告诉门徒

们他必须完成他的使命，就是需

要牺牲自己。（约翰福音16:7）

耶稣说：「…我若不去，保惠师

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

差他来。」

有关圣灵，圣经给我们很多信息

，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就是上帝

自己，如果不用神学的字眼，我

们可以说，圣灵是上帝彰显自己

的一个和我们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上帝在圣经里是所谓的三位一

体的，就是只有一位上帝，但是

有三个位格，三个显示自己的方

式。第一就是天父，第二就是圣

子耶稣，第三就是圣灵了。我分

享过许多次了，但是相信我们当

中还有人没听过，所以为了他们

，让我再说一次，我喜欢用太阳

来作个比喻，我们的上帝，天父

，好比天上的太阳，是一团烈火

，人们不能够亲近，但是他爱世

人，所以把阳光照了下来，阳光

好比耶稣，他出现在我们当中是

温柔的，是我们的朋友，他来不

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为要担当

我们的罪，为我们牺牲自己，让

相信他的人，罪得赦免，能够和

天父和好，然后圣灵会进入信徒

，成为他们的新生命，如同阳光

被有生命的植物吸收，透过光合

作用，成为植物的生命，成为植

物的一部分。

为什么上帝造人，答案已经在我

们的心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用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

，没有人会否认，人在世上最大

的追求就是爱，与被爱，还有用

爱建立的婚姻、家庭，上帝创造

人是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他的爱

，并且爱他，然后成为他的孩子

，他的家庭。就这么简单。但是

要让人成为他的孩子，人必须得

到他的生命，这里问题就来了，

由于我们的始祖犯罪导致人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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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破裂，人的罪，导致上帝

不能够把他神圣的生命赐给人们

；上帝是爱，但上帝也是公义正

直的的，为了要除去人的罪，他

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

代替了我们承担罪的后果，人们

如果接受耶稣作他们的救主，他

们的罪就得到赦免，然后上帝就

可以把他神圣的生命透过圣灵赐

给人们了。圣灵进入信徒，并不

占据我们的自由意识，他来就是

让我们作他亲生的孩子，让信徒

一开始就像他，好像那些门徒们

得到了，圣灵后，立刻就不一般

了，然后透过上帝的的扶养，锻

练，信徒会越来越有上帝的能力

与性情。

耶稣说（约翰福音16:12,13）：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
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

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

切的真理…。」

进入真理就是得到了实际，并不

只是在头脑里，而是神的实际（

他的能力，他的性情，他的生命

）成为信徒的实际，相信耶稣得

到上帝的生命，是难以表述的一

种丰盛，得到上帝的生命的人能

够活到永远是因为他们有了能够

活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要

注意，这个生命在质量上，在能

力上，在勇气上，在喜乐上，在

一切的属性上也都是无限的。既

使如同耶稣被击打至死，上帝的

生命还是可以复活的。

在这里，我们总结，相信耶稣不

是入了什么教，圣经强调，相信

耶稣是为了要得到上帝永恒的生

命，成为他亲生的孩子，得到他

的扶养，成为有担当的天父的孩

子。五旬节其实在耶稣诞生在世

上前，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上帝

让他的子民，在得到他们自己的

国家后，在迦南地有了大地的初

熟的土产，把初熟的土产献给上

帝，然后50天后，把一些收割的

庄稼也献给上帝，”（见利未记

23章）。初熟的果子其实预表的

就是耶稣复活后，他就是初熟的

果子，然后他复活后50天，圣灵

降临了，上帝的生命被所有相信

他的人得着，他们也成为上帝的

孩子，他的家人，他们还有今天

的我们信徒，就是上帝继耶稣之

后，收成的庄稼了。

得到上帝的生命，得到圣灵，圣

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具体的事件

，是人们听到，看到，见证到，

也是人们自己也感觉到的具体的

事件，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强调的，让信徒进入一个崭新的

世界，让地平线从眼前，从今生

，从信仰，延伸到无限：空间上

，感情上，理解上，心灵上，还

有在一切的可能性上。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来到主面前

聆听福音，今天，让我们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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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的理解，除了学习，除了理

解圣经，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生命

，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上帝为我

们预备的丰盛。我上周五用了我

自己的一个的故事描述了这个情

况，2002年的时候我在陕西工作

，陕西省农业厅组团带我这个外

国专家到楼观台去观光，到了后

他们说那是道教的发源地，要去

看一个道观。我就很为难了，我

说我是基督徒，感觉不应该进入

寺庙，道观等。一开始气氛有点

紧张，但是我和他们当中几位官

员的关系很好，他们也知道我是

基督徒，他们表示理解，就让我

和巴士司机待在停车场，他们就

徒步上山了…我在停车场也自己

溜达了一会儿，但是老实说，那

次旅游，我对那个景点的印象就

是水泥铺的停车场，还有一个小

卖部…。好像来到了著名景点，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抵达。我们来

到教会，聆听圣经的道理，听到

基督徒们的故事，也感受到，见

证到基督徒在跟随主的路上的成

功，失败，也有基督徒失败后的

成长和复兴，但是真正要明白为

什么基督徒相信耶稣，为什么这

些许多问题都回答不了，圣经也

不熟悉，自己也有许多问题没有

解决的基督徒会这么死心塌地地

相信耶稣呢？答案在他们得到了

新的生命，他们也许不能解释，

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感觉到了

，见证到了，他们升华了，在另

一个光景里了。

我们慕道，都必须不仅仅来到真

理前，也要进入，要接受耶稣作

救主，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

我们得到天父的生命，不然，我

们对基督教，对教会，对基督徒

，对圣经，对上帝的印象就如同

我对楼观台的印象，别人心目中

的旅游圣地，对我只是铺了水泥

的停车场，新鲜感会挥发的，慢

慢的基督教就显得无聊了，没有

吸引力了，但是停车场、入口、

并不是上帝要我们滞留的地方，

上帝要我们进入他的丰盛，我们

就明白，也进入他的真理了，那

里，我们再也不困惑了。

我们感谢上帝，因为圣灵来了，

不仅仅让信徒有所得着，其实所

有的世人，特别是已经来到教会

学习的朋友们，都从圣灵有得着

。耶稣说（约翰福音16:8至11）

：「他（圣灵）既来了，就要叫

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

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

判。」

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来到神面前，

好像感受到一种责备，好像人们

感觉到了来自神的责备，但是圣

经说其实是人自己在责备自己，

因为与其说是神责备，不如说神

给我们的，是一种爱的呼唤，人

们感受到的是来自天父爱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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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转向天父的时候，感

受到了好像太阳的灼热。但是上

帝的心意，他的声音是容易明白

的，耶稣（世上的光，温柔tend

er又慈祥merdiful，已经照你身

上）耶稣已经为你的罪牺牲了，

接受他为你作的牺牲，接受他作

你的救主，来，来、来到天父面

前，得到他爱，他的生命，得到

圣灵，作他的孩子。

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门徒们

得到了上帝的生命，立刻和从前

叛若两人，他们带著圣灵的力量

分享上帝的到了，其实除了信徒

，所有还没相信耶稣的听众们也

都感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好比耶

稣说过的；使徒行传2章记载〔2

:37至40）：「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

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

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

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

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

我们　神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

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

曲的世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这，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有三

千人信主，这些在耶路撒冷不久

前，还呐喊要耶稣钉十字架的群

众，也发生了变化，有了圣灵的

感动，他们第一时间的感觉也是

责备，他们感觉扎心，看似责备

其实也是上帝爱的呼唤，责备其

实来自自己，好像圣经说，是人

们自己在责备自己，因为看到了

上帝的光，但他们也感受到了他

的呼唤，所以他们来，所以人们

来到教会，我们来，其实在寻找

，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使徒行

传2:37人们问: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

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

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

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

我们神所召来的。

今天，我们既然都已经来到神面

前，我们的到来就是一个证据，

我们是神所召来的，让我们不要

在入口滞留，让我们现在，勇敢

的，果断的，握住早已向我们伸

出手的天父。对天父说：「上帝

啊，我接受耶稣作我们的救主，

也让我看见，让我得到您的生命

，成为您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