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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是誰？祂的工作又是怎麼樣？

這是 教會第這是從教會第一天開始

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的討論、或說爭論。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一、聖靈就好像是三位一體、基督神人二性一樣，

是我們不能夠完全理解的奧妙

二、我們傾向把自己的經歷擴充、絕對化，

這形成了一種的爭論

我們應該回到聖經、謙卑下來，

看看聖經要啟示我們聖靈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就來看一下約翰福音告訴我們 ─
聖靈是誰

祂在我們生命上的工作是怎麼樣

約十四15-17
你們若愛我 就 遵守我的命令15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17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因為不見祂 也不認識祂

你們卻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約十四25-26
25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

26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十五26 27約十五26-27
26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27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約十六 7-11
然 我將真情告訴你們 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07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

我若去 就差祂來我若去，就差祂來。

08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09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

10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我；

11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約十六13-14
13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14祂要榮耀我，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約翰福音是一卷超越、飄逸、高遠的福音書，

教會的先賢早自第 第 世紀 眾教父已經認定教會的先賢早自第一、第二世紀，眾教父已經認定了，

在教父的傳統 ─ 
用牛象徵路加福音、馬可福音

用人代表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用獅子比喻馬太福音

唯有用鷹代表約翰福音高遠、超越

教父講法的靈感來自 啟四6-7 寶座前四活物的描述，

啟示錄的描寫源於 結一4-14的圖畫，

這種比喻中的比喻、象徵中的象徵，

要的是握其精髓、悟其意義就可以了精髓 義

如果糾結，把象徵、代表變成絕對的話，

輕，就會本末倒置，輕 就會本末倒置

重，就會陷入錯謬的一種情況

也不見得約翰福音每一個章節的主題

都是 麼 高遠 麼 難 體會都是那麼的高遠、那麼的超越、難以體會，

關於聖靈和祂的工作就是一個例子。

福音書裡講聖靈的教導，有兩個講得比較多，

約翰福音

路加福音、還有它的下集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談到聖靈時，

常常用像、好像、如同的描寫，教導、提醒 ─ 
不必要把一些看法、體會，擴大或絕對化。

第二章 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

好像舌頭、如同火焰等等的描述來描寫聖靈，好像 如同 等等 述來 寫

這種用象徵、用代表的方法來描寫，

就是提醒不必要把自己的經驗、特別的體會，就是提醒不 要把自己的經驗 特別的體會

把它擴大、把它絕對化。

約翰福音談到聖靈，

是 當 體 我 有關是相當具體、和我們的生活有關係的

跟路加福音、使徒行傳很不一樣

「就好像約翰福音談到神蹟奇事，重點是「記號」，

不能把「異能」看成耶穌工作的核心、

不能把「奇蹟」視為耶穌工作的中心所在，

反而要從這些的事情裡面

看得到它指向的、所代表的是什麼。

同樣在聖靈的教導，

還是環繞著耶穌基督來講的 ─
聖靈的來，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去 (十四16)來 是 為耶 督 去 ( )

聖靈要來帶領門徒想起、認識耶穌的教導，

以致跟從耶穌 (十四25-26、十五26-27、十六13-15)致跟從耶穌 (十四 十五 十六 )

聖靈要審判拒絕耶穌的世人 (十六7-11)

在約翰福音裡面看得到、辨識、體會

聖靈是誰 祂做什麼聖靈是誰？祂做什麼？

約翰福音說 ─ 聖靈來是要指向耶穌基督、

引領人跟隨耶穌基督

約翰福音裡面的聖靈，沒有任何震撼人心的力量、

沒有任何刻骨銘心、動人心弦的異象、

沒有任何的特別的經驗和感覺

如果你要我做一個比方的話，

我覺得約翰福音的聖靈

祂有點像 GPS衛星導航器，

開車的時候設定了方向，開車 時

一路上 GPS不斷地提醒你、告訴你：

離開終點有多遠、應該怎樣繼續旅途離開終點有多遠 應該怎樣繼續旅途

不斷不斷在你的耳邊提醒你



可是如果沒有聽到、或其他的緣故

大意錯失了它的提醒的話大意錯失了它的提醒的話，

它還是會在你的身旁彷彿安慰地告訴你 ─
沒關係，我們還是會繼續這個旅程的，

所以會說：重新計算…
就算開車的人以為自己比 GPS更懂得路線，

GPS還是會不屈不撓、堅持地向你報告

目標和路線是應該怎麼走、怎麼行。

早期的教父用飛鷹來象徵約翰福音

導航器表達聖靈在基督徒生活裡面的同行

祂沒有用強迫的力量、奇特的方式叫人屈服，有 奇特 式叫

只是不斷地在身旁提醒基督徒 ─
應該往那個方向走、應該往那個方向走

應該往那個方向行。

所以「保惠師」這一個詞就是說 ─
在 旁邊呼 帶在你旁邊呼喚、提醒、帶領，

祂就陪著你走

祂沒有在遠方，好像覺得你怎麼趕不上，

你怎麼那麼笨，你怎麼那麼的軟弱

祂沒有在後方用鞭、繩來抽你、來打你，

說：「你怎麼不長進？」

祂就是在我們的旁邊 ─
前方一百米轉左、前方一百米轉右…

走差了、走錯了，沒事、重新計算

不屈不撓，堅持地不 不撓 持

在我們的耳旁提醒我們

這是約翰福音裡面的保惠師 ─這是約翰福音裡面的保惠師

聖靈。

我曾經分享過教會好像一幅刺繡，

後 會發覺 支 破碎後面，會發覺錯綜複雜、支離破碎

正面，一幅美得不得了的刺繡展現在眼前

體會主的工作實在奇妙 ─ 如何塑造祂的群體，

無論如何艱困，

還是可以編輯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刺繡的比方也可以應用在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
看自己生命的底面，也真的是支離破碎

如果翻過來看看生命的正面，

也許很驚訝我們也可以是一幅美麗的刺繡

這是聖靈不斷提醒我們，作保惠師，幫助我們走在正路上，這是聖靈不斷提醒我們 作保惠師 幫助我們走在正路上

不過有時我們以為自己更懂得路、有自己的想法，

錯失了 GPS給我們的提示，錯失了 GPS給我們的提示，

在我們的人生的旅程當中常常如此！

一個日本基督徒的作品，這位弟兄叫遠藤周作，

帶 教會 弟從小，阿姨把他媽媽帶到教會，媽媽就把他兄弟倆

帶到教會去，教會對他來講是沒有什麼的記憶

因為學業的關係，他去歐洲，

接近歐洲的教會、傳統，也沒有很大的感動

然後因為病的緣故回到日本，兩年養病的過程，

慢慢發覺竟然在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寫出來的小說展現一種信仰的情懷、元素、

信仰塑造生命的一種的味道，

生命走過來時，好像有一種力量在推動著、帶領著他。

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還以為自己很懂，有時 我 都不 道 還 為自

或是以為要放棄、要偏行己路，

可是保惠師就用很奇怪、很奇妙的方法，可是保惠師就用很奇怪 很奇妙的方法

把我們繼續地放在正途上面、迎向目標。



看一些文藝復興的畫，

畫 宗教 物 景畫裡面宗教人物、聖經場景，

覺得真的是很感人。

有一次我在閱讀，才知道那些畫裡面的人

都是街上一些小人物，可能是苦力、奴隸、僕人，

可是那些畫家能夠捕捉這些普通的人，

把這些人的工作、生活片段、形像、微笑、愁苦掙扎

畫進畫裡面，成為一幅又一幅的名畫，

讓我們感覺聖經向我們說的話，這是很奇妙的。

保惠師聖靈的工作也是這樣吧 ─
你、我都是很普通的人，可是經過祂我都 普

很奇妙的工作、奇妙的帶領、呼喚，

我們不知不覺地就跑到畫裡面，我們不 不覺 就跑到畫裡面

成為一幅又一幅感人的圖畫。

在實際的生活裡，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

常常會有奇特的 驗 有神蹟奇事陪伴著你常常會有奇特的經驗、有神蹟奇事陪伴著你，

我猜想不會每一個人都有吧？

是約翰 音告訴我們可是約翰福音告訴我們 ─ 
每一個人、每一個基督徒、

每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

都可以、都應該回想、明白、敏銳主的心意，

緊緊地跟隨祂的腳蹤、鍥而不捨地守祂的誡命。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

不管你是誰、有沒有能力、

有沒有恩賜、有沒有奇特的經驗，奇

都可以因為保惠師

更加地愛主、更加跟隨祂，走在正道上愛 隨祂 走在 道

這位保惠師將會帶領我們一直到終點

禱告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

禱告禱告我們謝謝你賜下保惠師，

在我們身旁、在我們人生的道路當中

不屈不撓地、堅持地、

鍥而不捨地提醒我們。提 我們

就在我們叛逆的時候、

就在我們環顧的時候、就在我們環顧的時候

就在我們偏行己路的時候，

你還是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你還是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謝謝你，聖靈，祈求你繼續在我們的身旁、

在我們的心中，呼喚我們、帶領我們，在我們的心中 呼喚我們 帶領我們

走在正途上、朝著標竿直跑。

奉 名求 阿門奉你的名求，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