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四⽉5⽇ 

基督復活的那⽇ (八⼗九): 

基督第五次的顯現 (19) - 復活的耶穌賜聖靈 (⼀)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約翰福⾳20:19-23節:「19那⽇(就是七⽇的第⼀⽇)晚上, ⾨徒所在的地⽅, 因怕猶太⼈, ⾨都關
了。耶穌來, 站在當中, 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說了這話, 就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徒
看⾒主, 就喜樂了。21耶穌⼜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2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氣, 說:『你們受聖靈,23你們赦免誰的罪, 誰的罪就赦免了, 你們留
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了。』」

新冠狀病毒照出世界的虛, 教會的虛
此次新冠狀病毒照出世界的虛, 我們將美國航空⺟艦與⼀片⼝罩放在⼀起, 實在難以想像美國
居然陷入恐慌, 因此也看到美國醫療體系的虛。此次新冠狀病毒亦照出教會⾃以為有神兒女榮
耀的基督徒的虛, 試煉著我們到底認識使徒保羅下⾯這段話有多深,「照祂(⽗)在基督⾝上所運
⾏的⼤能⼤⼒, 使他從死裏復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的右邊, 遠超過⼀切執政的、掌權的、有
能的、主治的, 和⼀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 ⼜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 使
他為教會作萬有之⾸。教會是他(基督)的⾝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0-23) 結果, 
我們看到眾教會禱求與悔改的對象是上帝, ⽽不是充滿萬有, 萬有服在他腳下的基督。

政府限制公眾聚會的⼈數, 使得許多教會的主⽇崇拜不得不改為以網路直播⽅式進⾏, 倘若疫
情沒有和緩的跡象或尚未產出有效疫苗之前, 這樣的⽅式可能會實⾏⼀段時間。教會平時要求
會眾遵守“不可停⽌聚會”之聖經命令(來10:25a), 好讓主⽇崇拜⼈數好看⼀些, 奉獻多收⼀些, 
現在, ⼀個疫情就把平⽇的堅持拋在九霄雲霧之外。我們不可採鴕⿃⼼態⽽認為直播不等於停
⽌聚會, 因聖經寫成時的第⼀世紀沒有直播這回事, 況且直播時, 滑鼠在會眾⼿中, 他可隨⼰意
⽽為。那麼, 既要遵守聖經的命令, ⼜要遵守政府的規定, 唯⼀解決之道就是化整為零, 以最少
法定⼈數為單位各⾃進⾏主⽇崇拜, 唱詩, 讀經, 講道。

我這麼點撥⼀下, ⼤家即知這是不可能的事, ⼈數越多的教會越不可能, 因為可講道的⼈屈指可
數, 況且眾講道者還必須同講同段聖經, 同⼀主題。使徒的命令是「意念相同, 愛⼼相同, 有⼀
樣的⼼思, 有⼀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腓2:2), 這等簡單要求卻難在今⽇各教會講道
者中實現。台灣教會界甚注意基督徒⼈⼝比例, 但若計算講道者與基督徒⼈數的比例, 那數字
真是⼩得不忍列出。況且, 教會牧者⼼知⾃⼰對會眾講道的不放⼼, ⽽那些需立案批准⽅能講
道的教派, 能講道的⼈數更少。基督徒平常⾃認是神的兒女, ⼜⾃認是知識份⼦, 然到了需要彰
顯神兒女榮耀的實在, 表現出有上帝的道在⼼的時刻, 即顯出裏⾯的虛, 道的能⼒的孱弱。

第  ⾴ (共  ⾴)1 5



信徒皆祭司
改教運動的果實之⼀就是拒絕羅⾺天主教獨攬解釋聖經的權⼒, 基督徒亦可解經, “信徒皆祭司”
⼀詞由此⽽來, 彼得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上帝
的⼦⺠,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然, 靈恩運動卻將這
果實蠶食殆盡, 使基督徒僅有讚美與禱告⽽已。瑪拉基書記萬軍之主說的⼀句話:「祭司的嘴裏
當存知識, ⼈也當由他⼝中尋求律法, 因為他是萬軍之主的使者。」(瑪2:7) 今⽇教會與基督徒
嘴裏是否有知識, ⾃⼰⼼知肚明, 三個提問就可能招架不住, 或問“基督是誰”就可能呆坐原地。
若⾝為祭司⽽不明⽩上帝的道, 隨意解之, 請聽萬軍之主接下來的責備語,「你們卻偏離正道, 
使許多⼈在律法上跌倒, 你們廢棄我與利未所立的約。」(瑪2:8) 基督將無知識的祭司視為廢約
之⼈, 他亦啟⽰先知何⻄阿, 說:「我的⺠因無知識⽽滅亡。」

請注意, 對我們⽽⾔, 律法已不再僅是遵⾏⼗誡, ⽽是⼼靈的活動。耶穌登⼭寶訓八福的前六福
就是關乎內在⼼靈層次的教導, 並將殺⼈與犯姦淫定義在⼼念層次, ⽽不是外在⾏為。保羅說:
「我們服事主, 要按著⼼靈(聖靈)的新樣, 不按著儀⽂的舊樣」(羅7:6b), 亦說律法是屬乎靈的
(羅7:14a), 且箴⾔23:26節說:「我兒! 要將你的⼼歸我, 你的眼⽬也要喜悅我的道路。」說者嘴
裏的知識反應出他(她)⼼靈活動的成果, 他(她)內⼼若論基督不正, 雖然外表⾏為不錯, 因「律法
的總結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羅10:4), 那⼈還是違背律法, ⽽違背律法就是罪(約⼀
3:4b), 基督說:「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約16:9) 。

聖經是上帝的話, 基督徒講道乃是他⾃⼰的話, 若他的話與上帝的話不契合, 那麼他就不與上帝
相交(約⼀1:6a); 聖經為基督做⾒證, 講道者不傳基督, 那麼他就不與⽗並他兒⼦耶穌基督相交
(約⼀1:3b)。今⽇教會的虛就在這裏, 難得⾒論基督的講道。

上帝兒女的榮耀
靈恩派教會平時不講耶穌基督, 喜歡以神兒女的榮耀來⿇醉會眾, 結果會眾依舊是原來的⼰, 是
該隱性情的依舊是該隱性情, 是拉麥性情的依舊是拉麥性情, 愛命令主的依舊愛命令主。那, 神
兒女的榮耀為何? 對⼈友好, 為⼈正直, 樂善好施, 使⼈和睦, 剛正不阿, 這些其他宗教也可以做
得到, ⽂化薰陶亦可有之, 故這些不是神兒女⾄⾼榮耀的表現。

上帝兒女的榮耀乃是可以將上帝的榮耀給表彰出來, 然上帝如此偉⼤, ⼜如何能表彰之? 上帝彰
顯於世最⼤的榮耀不是創造這世界, ⽽是祂賜下祂獨⽣⼦-耶穌基督, 死在在各各他⼭, 基督的死
彰顯了上帝最⾼的救贖智慧, 以祂兒⼦的死吞滅死, 使死不再作王。並且, 上帝對基督最⼤的離
棄成了對罪⼈最⼤的接納。因此, 上帝兒女的榮耀乃是有份於傳揚基督的死與復活。如果教會
不提基督的死⽽逕⾃題說上帝的榮耀, 必落入虛無當中, 空泛⽽不實際。

唯教會的頭可吹氣
我們前兩週主⽇講到耶穌的吹氣。氣從⼝出, ⼝在頭中, ⽽教會有頭, 有⾝體, 故唯有教會的頭-
耶穌可以吹氣。教會若有⼈吹氣, 那是僭越, 褻瀆, 不敬, ⾼抬⾃⼰; 基督徒不明究理, 任意讓⼈
向他吹氣, 那是無知, 助虐, 不尊主為⼤, 與那⼈同受主的審判, ⽩⽩地將⾃⼰的靈魂交在魔⿁⼿
中, 將來必受與魔⿁相同的審判,「為審判, 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耶穌傳道之初, 聖靈降在他⾝上, 因⽽將教會的頭顯明出來; 耶穌復活之初向屬他的⾨徒吹氣, 
因⽽應許他的教會必蒙他的眷顧, 使教會喫得他⼝裏所出的⼀切話⽽得著⽣命。耶穌只向他的
教會吹氣, 不向賣他的猶⼤吹氣, 因此凡蒙基督吹氣的教會必⽤⼝舌傳他的死與復活, 傳基督的
死乃是傳他的羞辱部份, 傳基督的復活乃是傳他榮耀的部份。教會若不傳基督則與猶⼤無異, 
因猶⼤雖跟隨主到最後⼀個晚上, 但他卻傳不得基督的死與復活。猶⼤或許什麼都有, 說聰明
有聰明, 說財富有財富, 但他就是沒有基督的死與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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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是誰
耶穌吹氣的動作本⾝極為特別, 但若僅⽌於此, 那麼, 對⾨徒⽽⾔, 耶穌吹氣只不過是令他們感
到新鮮⽽已。然, 我們看到耶穌吹氣之後立即向⾨徒說話, 他對⾨徒說:「你們受聖靈」。解釋
這句話之前, 必須先說當我們題到聖靈時應嚴肅地看待幾件事: 
1. 我們可問“聖靈是誰?” 但絕不可無知地問“聖靈是什麼?” 聖靈是⼜真⼜活的上帝, 我們必須
以敬畏的⼼問“聖靈是誰?” 不可以好奇的⼼, 學術研究的⼼來知聖靈是誰。

2. 既然聖靈是具位格的誰, 故必須聖靈上帝⾃⼰啟⽰祂是誰, 我們才知祂是誰, ⽽“聖靈是誰”的
知識僅在聖經裏, 別處沒有。我們絕不可以藉著他⼈所謂聖靈經歷來繪像與認識聖靈, 以及
那⼈所呈現的現象來認識聖靈⼯作的核⼼。聖靈是靈, 是看不⾒的, 本就容易被有⼼⼈⼠利
⽤這特質⽽將聖靈說得讓⼈摸不著頭緒, 這樣的⼈特別愛研究聖經的預⾔, 說預⾔, 甚⾄將
⼀切超⾃然的現象都當做是聖靈的⼯作。然, 聖經對聖靈清晰的啟⽰使我們不致落入這種
虛浮飄渺的情境中。

3. 既然聖靈是具位格的誰, 那麼“聖靈”就不是⼀個稱呼, ⼀個職位, ⼀個⾝份, ⽽是上帝的名。
因此, 每當我們⼝⾔“聖靈”時, 聖靈上帝正在仔細聽我們如何稱祂, 這等警覺⼼可避免我們犯
下妄稱上帝的名的罪。譬如, 有⼈說“這是聖靈的⼯作”, “我有從聖靈來的感動”, 如果不是的
話, 說這話的⼈必擔負⾃⼰的罪。耶穌說:「我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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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2:31) 這話是如此地清楚明⽩, 我們還褻瀆聖靈, 指鹿
為⾺, 怎可能有赦免之恩?

4. 論聖靈的終極權威是主耶穌, 不是牧師傳道, 不是主⽇學老師, 不是系統神學。舊約聖經或
有單獨論聖靈的經⽂(參詩51:11), 但當主耶穌督論聖靈之後, 我們就必須按基督所論來認識
聖靈。我們⾒耶穌論聖靈時必與他緊密相連, 故我們論聖靈就不可單獨論之, 必須與基督同
論, 且標題當是“基督與聖靈”, 這標題優於“聖靈與基督”。若單論聖靈, 那教導者僅能論⼀、
⼆次就沒了, 這是極為⽭盾的事。
今⽇教導聖靈論的牧師教師只⾒標題有聖靈, 卻不⾒基督, 此等與基督分離的聖靈論只會使
⼈充滿驕傲的知識, 對於認識聖經的精意毫無幫助, 最明顯的現象就是解經深度並未因年歲
⽽有所長進。基督徒⼝中會題上帝的名, 也會題聖靈的名, 但就是不題基督的名, 亦是另⼀
明證。

5. 上兩週主⽇我們提到耶穌彼此相愛(洗腳)的事, 這事除非有聖靈上帝的幫助與安慰, 實⾏之
與成就之則絕無可能。由於彼此相愛是基督的命令, 魔⿁必盡其全⼒抵擋之, 使這命令受
挫。保羅告訴帖撒羅尼迦教會說撒但運動的⽬的乃是要使⼈「不領受愛真理的⼼, 使他們
得救」(2:9,10), 猶⼤書9節說:「天使長米迦勒為摩⻄的屍⾸與魔⿁爭辯的時候, 尚且不敢
⽤毀謗的話罪責他, 只說:『主責備你罷!』」可⾒撒但能⼒之⼤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天使長
米迦勒無⼒罪責魔⿁, 唯上帝的兒⼦可, 約翰說:「上帝的兒⼦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的作
為。」故, 只有聖靈可以除滅魔⿁的作為, 使基督徒彼此相愛。

動作後必有解釋
耶穌每次做出獨特的動作之後, 必繼之以對該動作的解釋; 動作是眼⾒, 說話是⼼領, 兩者是建
立⾨徒信仰的必須。耶穌洗腳是⼀例, 聖餐禮⼜是另⼀例。耶穌設立聖餐禮時, 動作先, 即拿起
餅和杯, 耶穌隨後便解釋說,「你們拿著喫, 這是我的⾝體;...你們都喝這個,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
⾎, 為多⼈流出來, 使罪得赦, 但我告訴你們, 從今以後, 我不再喝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的國
裏同你們喝新的那⽇⼦。」(參太26:26-29) 聖禮有⽅⽅⾯⾯, 但若沒有聖道, 或聖道內容貧乏, 
即便聖禮細節做到了完美無暇, 還是無謂的, 且無效的。聖道是聖禮的⽣命, 受聖靈是吹氣的⽣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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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受聖靈」
耶穌向⾨徒吹⼀⼝氣, 說「你們受聖靈」, ⽽不是說「你們接受我的能⼒」。中⽂有⼀個詞叫
“師承”, 學⽣從老師那裏得到所有的真傳, 這是師與⽣直接的關係。皇帝賜他百姓最⼤的恩典是
賜婚封侯, 絕不可能賜他同有王權, 因這說不通, 但耶穌在這裏卻要⾨徒與聖靈上帝產⽣直接的
關係, 從聖靈那裏得著能⼒。⾨徒稱耶穌為主, 卻要從從聖靈那裏得著能⼒, 這就是我們信仰獨
特之處。

三⽽⼀
耶穌對要殺他的猶太⼈說「我與⽗原為⼀」, 這時耶穌說「你們受聖靈」, 即指明聖靈與他原
為⼀; 耶穌說:「從⽗出來真理的聖靈」(約15:26b), 即指明聖靈與⽗原為⼀。經耶穌說的這些
話, 我們即知基督, ⽗, 聖靈原為⼀。請注意, 耶穌若不說出這些話, 我們對神格就茫然無知, 當
耶穌既啟⽰出來, 我們就需如此認識上帝。也就是說, 我們對神格之間關係的認識必須是起於
啟⽰, 終於啟⽰, 不得加添什麼。

聖靈來的基礎
耶穌傳道的第⼀天,「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裏去, 他在曠野四⼗天, 受撒但的試探」(可
1:12,13a), 但耶穌復活後第⼀天卻對⾨徒「吹⼀⼝氣, 說, 你們受聖靈」, 耶穌與聖靈這主性換
位的關係令我們驚訝⽽需深思其中道理。耶穌教導⾨徒關乎聖靈是誰, 與聖靈⼯作的性質最清
楚的教導就是最後晚餐時的約翰福⾳第14到16章, 然耶穌教導完之後, 並沒有對⾨徒做出吹氣
受聖靈的動作, 反⽽是等到他上了⼗字架, 死了, 復活了, 才使⾨徒受聖靈。我們必須注意耶穌
做這事的時間點。

死⽽復活的耶穌必然不同於初傳道時的耶穌, ⽽主耶穌在他死⽽復活後使⾨徒受聖靈, 不單單
只因他復活了, ⽽是因為他經歷了⼗字架的死, 他的⼿有釘痕, 肋旁有槍傷。基督因這受死的記
號顯明⽗在他⾝上所定的旨意已經“成了”, 這就是基督可使⾨徒受聖靈的資格。因此, 約翰寫出
耶穌「就把⼿和肋旁指給他們看」之語, 我們就不能以簡單敘事來理解這句話, ⽽需明⽩這話
承載著⼀個特殊意義, 指明了聖靈來到世界的基礎。

若說, 基督因是上帝的兒⼦, 故有資格差聖靈, 那是有違聖靈是上帝的事實; 若說, 聖靈因是上
帝, 世界⼜是祂所造的, 故祂隨⼰意⾏事, 不需有任何來到世界的基礎, 那聖靈來就與⽗⾏在基
督⾝上的事無關。然, 當耶穌以⼿有釘痕, 肋旁有槍傷的⾝體向⾨徒吹氣, 並說使他們受聖靈, 
這就顯明兩項真理, ⼀是, 有釘痕與槍傷的耶穌才可使⾨徒受聖靈, 這也就是為什麼耶穌不能在
最後晚餐的教導中使⾨徒受聖靈的原因, 另⼀是, 聖靈來到世界的基礎就是耶穌的死, 這叫做師
出有名。

要知道, 當耶穌⼀說出“受聖靈”之後, 聖靈的⼯作也絕不可能離棄祂來的基礎, 即聖靈⼯作的重
⼼⼀定是基督, 且是被釘的基督。因此, 舉凡不傳講基督的死、⼗架的基督的教會, 無論是福⾳
派或是靈恩派, 必定沒有聖靈, 若他們說有聖靈, 他們正妄稱神的名; ⾃認是正統教會的(如改⾰
宗教會)若不戮⼒傳揚基督的死與復活, 她的罪更重, 因為她⾃詡正統。

我們現今處在⾃以為是聖靈⼤⼤⼯作的時代, 因此我們認識聖靈來到世界的基礎異常重要, 否
則我們將被表象給迷惑住, 以為順利、豐富、成功就是聖靈的⼯作。有的基督徒學⼤衛的禱告,
「不要丟棄我, 使我離開祢的⾯, 不要從我收回祢的聖靈」(詩51:11), 以為上帝可以隨意賜下, 
或隨意收回聖靈, 這是不明究理, 胡思亂想, 根本不可能發⽣的事。

保羅有⼀段論猶太⼈的話特別適合今⽇飽讀聖經的基督徒, 他說:「17你稱為猶太⼈, ⼜倚靠律
法, 且指著上帝誇⼝,18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 就曉得上帝的旨意, 也能分別是非(也喜愛那美好的
事),19⼜深信⾃⼰是給瞎⼦領路的, 是⿊暗中⼈的光,20是蠢笨⼈的師傅, 是⼩孩⼦的先⽣, 在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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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羅2:17-20) 若基督徒有第18⾄20節的美好, 恪守美好傳統, 有堅
實的教義基礎, 信守信條信經, 但若有了這些美好, 卻不體貼聖靈的⼯作, 不將傳道的⼯夫致⼒
於基督的死與復活, 那麼他們就與保羅⼝中的猶太⼈無異。

請記住, 耶穌禱告⽗, 說:「⽗阿! 時候到了, 願祢榮耀祢的兒⼦, 使兒⼦也榮耀祢。...⽗阿! 現在
求祢使我同祢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祢所有的榮耀。」(約17:1b,5) 基督甚關⼼他的
榮耀, 因此從⽗出來的聖靈必須讓屬基督的⼈看到那羞辱記號的釘痕與槍傷是上帝在基督⾝上
最⾼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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