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7年 八⽉27⽇ 

基督差聖靈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9 分鐘

經⽂文
約翰福⾳音10:30-36節:「30我與⽗父原為⼀一。31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來要打他。32耶穌對他們說:『我
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 你們是為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33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為
善事拿⽯石頭打你, 是為你說僭妄的話; ⼜又為你是個⼈人, 反將⾃自⼰己當作神。』34耶穌說:『你們的律律
法上豈豈不是寫著, 我曾說, 你們是神麼? 35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稱為
神, 36⽗父所分別為聖, ⼜又差到世間來來的, 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
麼?」 
約翰福⾳音15:26節:「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來, 就是從⽗父出來來真理理的聖靈, 祂來來了了, 就要為我作
⾒見見證。」

上帝差基督, 基督差僕⼈人
基督是⽗父那裏「差到世間來來的」, 基督看到⽗父這麼做, 他也照樣做, 基督必⾏行行差遣之事。⽗父將差
遣之事全交給基督, 基督向⽗父禱告說:「祢怎樣差我到世上, 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
17:18) 因著⽗父差基督乃是在天之為, 故基督差僕⼈人就不僅僅侷限在使徒與其之後的新約時代, 
也包括舊約時代僕⼈人之差; 也就是說, 基督差遣僕⼈人⼀一事乃⾏行行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由於今⽇日
基督徒不尊主基督為⼤大, 所以看舊約的基督總是隱藏的, 讀經時難發現基督掌權的軌跡, 以為基
督在舊約時代不過是點的作為, ⽽而不全⾯面性的作為。(註: 去年年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年年出版⼀一本書, 
名「在整本聖經中看⾒見見基督, Seeing Christ in All of Scripture, 2016, Ed. Peter A. Lillback,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大家可參參閱之。)

舊約所記之「我的僕⼈人」指的乃是基督的僕⼈人。然在眾「我的僕⼈人」的經⽂文中, 卻有兩兩處經⽂文
有別於其他所記, 那在以賽亞書42:1-4節與52:13-14節所記之「我的僕⼈人」特指是(⽗父)上帝的僕
⼈人, 因為其中的「他不喧嚷, 不揚聲, 也不使街上聽⾒見見他的聲⾳音」講述的是這位僕⼈人掛在⼗十字架
上的情景, 這僕⼈人指的就是基督。除此之外, 無上述特質的僕⼈人都是基督的僕⼈人, 因基督說著, 
他與⽗父原為⼀一, 他是⽗父差到世間來來的; ⼜又說, 他與他的⽗父⼀一樣, 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 亦說, 聖
經是為他做⾒見見證。希伯來來書的作者說, 上帝早已立祂的兒⼦子承受萬有, 曾藉著祂的兒⼦子創造諸
世界, ⼜又說, 上帝的兒⼦子⽤用祂權能的命令拖住萬有(來來1:2-3)。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當聖靈於五旬節降臨臨時, 使徒彼得指出這是約珥書早已預⾔言的事, 其中2:29節說到:「我要將我
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因此, 新約時代蒙受聖靈澆灌的基督徒都當看⾃自⼰己是基督的僕⼈人
或基督的使女。我需提醒各位, 我們對此的認知⾄至關重要, 因約珥書2:32節⼜又明寫地說,「到那
時候,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每個基督徒都會走到「那時候」, 我們在那時候個個都將站
立在榮耀的主耶穌基督⾯面前, 唯那些認知到基督是主, ⾃自⼰己是基督的僕⼈人(使女)的, 才可抬頭挺
胸⾒見見主的榮耀⽽而不致懼怕。這樣的基督徒乃是在世時以求告基督的名過著每⽇日⽣生活, 並晝夜思
想主的話; 這樣不懼的基督徒在基督顯他的⼤大⽽而可畏之時, 必有得救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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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們聽到「基督第⼆二次再來來」這樣的語句句時, 總以為那是遙遠將來來的事, 明天再求告主名
也不遲, 就這樣⽇日復⼀一⽇日的過著每天的⽣生活。基督在舊約時即說他是忽然進入上帝的殿中(瑪
3:1), 在新約時也說在我們想不到的時候, 他就來來了了(太24:44), ⽽而他再來來時必分忠⼼心有⾒見見識的僕
⼈人與惡惡僕 (太24:45,48), ⽽而後者的⼼心態就是「我的主⼈人必來來得遲 」(太24:48)。

基督記住每⼀一句句我們論他的話
在天國裏的全都是上帝的兒女, 但在基督教會裏卻有麥⼦子與稗⼦子, 有正⾯面的僕⼈人與反⾯面的僕⼈人。
反⾯面的僕⼈人以舊約的尼布甲尼撒王和新約的猶⼤大, 法利利賽⼈人, ⽂文⼠士為代表。基督徒在教會裏的
⾔言語是⾃自由的, 然這⾃自由並非沒有限制。基督在約伯記最後⼀一章以怒氣之態責備提幔⼈人以利利法
說:「你們(三⼈人)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伯42:7), 且連續說了了兩兩次。提幔⼈人以利利法, 
書亞⼈人比勒勒達, 拿瑪⼈人瑣法等三⼈人⾃自認是靈性成熟的長者, 故以這姿態與約伯對話, 他們之間對
話內容句句句句皆記在聖經中, 就如⾨門徒與基督的對話被記下來來⼀一樣。這告訴我們, 我們可⾃自由地
在教會裏論基督, 但所論的每⼀一句句話都聽在基督的耳裏, 基督必「到那時候」有個總結, 因僕⼈人
之實由基督來來定。上帝的僕⼈人不傳基督, 他肯定不是基督的僕⼈人; 不是基督的僕⼈人的, 也絕不可
能是上帝的僕⼈人。基督和施洗約翰傳道的第⼀一句句話,「天國近了了, 你們應當悔悔改。」 (太3:2; 
4:17) 這句句話今⽇日依然有效, 基督徒當悔悔改⽽而⼼心向基督。

基督差聖靈
基督還有⼀一個差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就是差聖靈, 基督說:「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來, 就是從
⽗父出來來真理理的聖靈, 祂來來了了, 就要為我作⾒見見證。」(15:26) 

神⼈人⼆二性的基督之差
我們必須注意, 上帝將祂的聖靈交付於基督受其差, 這就顯明主耶穌基督處於絕對主宰地位。
我們亦當注意, 基督差聖靈的這差乃是在他死裏復活, 升天, 坐在⽗父上帝的右邊之後, 才從⽗父那
裏差下聖靈, 也就是說, 這是神⼈人⼆二性的基督之差。明⽩白這關鍵點⾄至為重要,  否則我們論聖靈上
帝時必肆意⽽而為。今⽇日教會與基督徒未能掌握這關鍵點, 因此論聖靈時只單論聖靈, ⽽而不同時
論及基督; 或只看重聖靈上帝所賜的能⼒力力, 完全不顧基督。凡教授聖靈論者, 每⼀一堂都必須題到
基督。

在此需提醒⼀一句句, 基督差聖靈即表⽰示聖靈是具位格者, 聖靈不是風, 靈, 或⼀一種能⼒力力。知此, 我們
提問時就不可說「聖靈是什什麼?」或「聖靈是什什麼意思?」⽽而當問「聖靈是誰?」另外, 由於基
督從⽗父那裏差聖靈來來, 所以不需向聖靈禱告。

聖靈在基督⾝身上
我們當注意五旬節的聖靈降臨臨之於救恩時代的分野。在這五旬節之前, 沒有所謂差聖靈這事。
舊約聖經有幾處直接題及「聖靈」的名(參參詩51:11; 賽32:15; 63:10-11), 但較多的卻是以「主
的靈」名之。主的靈執⾏行行特定事, ⽽而最重要的事乃是預⾔言將來來作在基督⾝身上, 請讀以賽亞書第
11與61章,「1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 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2主的靈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
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略和能⼒力力的靈、知識和敬畏主的靈。」(賽11:1-2)「1主的靈在我⾝身
上, 因為主⽤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卑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
的出監牢, 2報告主的恩年年, 和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賽61:1-2) 毋庸置疑
地, 這裏指的是耶穌基督, 基督⾃自⼰己也說明此事(參參路路4:17-19)。

聖靈在基督徒⾝身上
舊約書卷寫到「主的靈」最多的莫過於以⻄西結書, 先知以⻄西結常說,「主的靈降在他⾝身上」, 因
此他的⼝口開了了, 他⾏行行事⼤大有能⼒力力(參參結1:3; 3:14,22; 33:22)。以⻄西結得著的能⼒力力可以使他看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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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耀(參參結3), 並看到異異象(參參結37, 40), 也使他認清楚真神與偶像的對比(參參結8), 傳達上帝的
預⾔言(參參結10)等等。這些奇特的事對於中國⽂文化的我們甚是吸引, 在⽬目眩神迷之餘, ⼼心想⾃自⼰己若若
能如是經歷⼀一番, 將是多麽美好的事。然, 聖靈在舊約時降在特定⼈人⾝身上之舉, 到了了五旬節之後, 
便便發⽣生在所有蒙上帝揀選, 承受基督救贖之恩的⼈人⾝身上, 這是約珥書2:28-32節所預⾔言的, 也是
使徒彼得第⼀一次佈道⼤大會時肯定⽽而宣告的(徒2:16-21)。

我需再次強調⼀一次, 差聖靈乃是死裏復活之神⼈人⼆二性的基督之為, 聖靈在這樣的基礎下賜給蒙
祂澆灌的⼈人的能⼒力力就是, 可開⼝口⾒見見證⼗十架的基督, 且⾒見見證基督的死裏復活與升天。使徒彼得得
著聖靈之後開⼝口說的話記在使徒⾏行行傳2:22-36節(我們⼀一起讀⼀一遍)。這樣, 新約有聖靈之⼈人只會
嚮往新約使徒彼得的能⼒力力, ⽽而不是舊約先知以利利亞所得的能⼒力力。

不得褻瀆聖靈
基督非常看重他差的聖靈保惠師, 基督說:「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差⼦子來來的⽗父。」(約5:23b) 
同樣地, 不尊敬聖靈, 就是不尊敬差聖靈來來的基督。因此, 基督在傳道時即說了了⼀一句句甚是嚴厲的
話, 他說:「30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31所以我告訴你們, ⼈人⼀一
切的罪和褻瀆的話, 都可得赦免, 惟獨褻瀆聖靈, 總不得赦免。32凡說話⼲干犯⼈人⼦子的, 還可得赦
免, 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 今世來來世總不得赦免。 」(太12:30-32)(注意紅字) 

那麼, 誰褻瀆聖靈? 誰說話⼲干犯聖靈? 答案就在耶穌在第30節說的話,「不與我相合的, 就是敵
我的, 不同我收聚的, 就是分散的。」原來來, 聖靈的⼯工作乃是使我們與基督相合收聚, 褻瀆聖靈
者就是他的⼯工作不與基督相合收聚, 因此說的話乃是與基督分散的話。

⼈人對耶穌說話的態度常是褻瀆, 缺少敬意, 輕視,「愚頑⼈人必說愚頑話, ⼼心裡想作罪孽, 慣⾏行行褻瀆
的事, 說錯謬的話攻擊主。」(賽32:6) 因此, ⼈人如果沒有外⼒力力施乎其內, 絕對不可能改變對耶穌
的態度。世上唯⼀一有這能⼒力力可在⼈人的靈魂深處⼯工作, 使之接待基督者就是聖靈, 除祂之外, 無⼈人
能成就這事。這不是說基督沒有這能⼒力力, ⽽而是說, 基督來來, 有他的使命, 聖靈來來, 也有祂的使命。
基督差聖靈來來, ⽽而聖靈的使命就是收聚上帝的兒女, 保羅說:「14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 都是上帝
的兒⼦子。15你們所受的, 不是奴僕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 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 ⽗父!』16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羅8:14-16) 

基督藉聖靈賜⽣生命
基督蒙⽗父上帝所差到世間來來, ⼯工作任務是明確的, 就是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還有另⼀一個任
務就是將他死裏復活的⽣生命賜給⽗父賜給他的⼈人, 也就是上帝的兒女, ⽽而這賜⽣生命之恩的⼯工作乃
交給聖靈來來執⾏行行。因此, 聖靈蒙基督所差到世間來來, ⼯工作任務也是明確的, 就是使蒙上帝揀選的
可與基督聯聯合。

聖靈如何進⾏行行與基督聯聯合的⼯工作? 就是⾒見見證基督, 指教蒙恩的基督徒基督說的話的精意。基督
說:「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來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
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約14:26)「26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來, 就是從⽗父出來來真理理的聖靈, 祂
來來了了, 就要為我作⾒見見證。27a你們也要作⾒見見證。」(約15:26-27a) 知此, 我們就明⽩白為何褻瀆聖靈, 
就不得赦免, 說話⼲干犯聖靈, 也不得赦免, 且是今世來來世總不得赦免。簡單地說, 褻瀆聖靈者的
⼝口講不出關乎基督的話, ⼈人看不出這⼈人認識基督。

講道的與聽道的都可能褻瀆聖靈
耶穌說, 聖靈來來要為他作⾒見見證, 也說, 我們也要作同樣的⾒見見證, 當有⼈人依靠聖靈為基督作⾒見見證時, 
解釋了了基督說的話的精意, 我們就當領受這些⾒見見證。否則, 我們就是褻瀆聖靈的⼈人。若若有⼈人不
領受這些⾒見見證基督的⾒見見證, 他⼝口中說出關乎⾒見見證基督的話, 必然與聖靈和使徒⾒見見證基督不同, 這
些⼈人已然偏離了了正軌; 這是⿊黑與⽩白的事。主在地上時常教訓他的⾨門徒,「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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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現在, 我們有耳可聽得⾒見見證基督的道, 就當聽, ⽽而且要快快地聽。請記住, 時間不在我們這
⼀一邊, 以為今⽇日不聽, 以後還可聽得。

基督差聖靈, 亦差⼈人, 故蒙他差之⼈人的⼯工作就不是隨意的, ⾃自主的, 沒有⽅方向的。基督已明⽰示, 聖
靈來來了了就是要為他做⾒見見證, 並且蒙他差的⼈人要使世⼈人可以信, 上帝差了了他。請讀耶穌在最後晚
餐的禱告中說的話,「20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 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21使他們都合
⽽而為⼀一。正如祢⽗父在我裏⾯面, 我在祢裏⾯面, 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 叫世⼈人可以信祢差了了我來來。」
(約17:20-21) 這是蒙基督差的⼈人的記號, 這⼈人必叫世⼈人可以信⽗父差了了基督來來。

褻瀆聖靈的乃與撒但同類
我們在必須留留⼼心褻瀆聖靈的事。基督在教訓褻瀆聖靈的那⼀一章中, 他將這樣的⼈人歸類為撒但⼀一
族, 因為法利利賽⼈人認定他趕⿁鬼乃是靠著⿁鬼王別⻄西⼘卜(參參太12:24-26)。基督也在同⼀一章中, 教訓完
褻瀆聖靈之後, 緊接著說:「35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來．惡惡⼈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惡, 就
發出惡惡來來。36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句句句供出來來。37因為要憑你
的話, 定你為義, 也要憑你的話, 定你有罪。」(太12:35-37) 這裡所謂「你的話」不是指我們所
有說的話, 乃是指著那些⾒見見證基督的話。

我們看到, 法利利賽⼈人和⽂文⼠士聽到耶穌說出這些嚴厲的話, 卻淡淡地對耶穌說,「夫⼦子! 我們願意你
顯個神蹟給我們看。」(太12:38) 這些⼈人真是無可救藥, 他們誠如基督所說的, 是出於他們的⽗父
魔⿁鬼無誤。看到法利利賽⼈人如此, 我們就當戒慎警惕⾃自⼰己。台灣教會已經被靈恩派錯誤的聖靈論
誤導許久, 凡認為今⽇日是聖靈時代的⼈人, 所有⾼高舉聖靈⼯工作與能⼒力力的⼈人, 沒有⼀一個⼈人⾒見見證⼗十架的
基督, 連⼀一個也沒有。滿⼝口說著聖靈能⼒力力, 其實與聖靈上帝⼀一點關係也沒有, 因這些⼈人的講章全
然不論基督的死, 不論基督的復活, 亦不論基督的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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