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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13日 安息日下午

聖靈：幕後的推手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結37：5，9；創1：2；伯26：13；出31：1－5；約16：13－14；
加5：16－23

存心節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16：14）

在《聖經》中，聖靈並未得到如同聖父和聖子那樣顯著的關注。然而
《聖經》告訴我們，在貫穿整部聖史的重要時刻中，聖靈都在場。起
初，上帝創造世界時，聖靈在工作，只是比較像是在幕後。祂藉著靈
感，感動上帝的先知，因此在撰寫上帝話語的工作上，祂扮演重要的角
色。祂也參與了耶穌在馬利亞腹中的感孕。
然而祂卻不是《聖經》記載的焦點，我們對祂的認識，竟是令人驚奇的
少。聖靈居於幕後，是因為祂的角色是延續三位一體神其中一位的工
作－也就是神子耶穌的工作，並將榮耀歸給聖父上帝。這一切都是為了
要將墮落的人類，從罪惡造成的永死中拯救出來。
我們可由《聖經》的見證知道，聖靈是甘心樂意、且姿態優雅的接受這
個支持、幫助、支援、和裝備的幕後角色。不論是在創造，或救贖，或
使命上，儘管祂的角色至關重要，但祂卻不尋求位居焦點。

■研究本週學課，為1月14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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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難以捉摸】
閱讀約3：3－8和結37：5，9，為什
麼用風來形容聖靈奧祕的工作，是十
分恰當的呢？

耶穌藉由風來比擬聖靈的作為，以
描述祂難以捉摸的特質。風的動向
本身是神祕的，我們很難準確預測
風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每個人
或多或少，都有被一陣不知從何而
來的風突然吹過，而感到莫名其妙
的經驗。
然而我們可以學著多少了解風的動
向和模式。聖靈按著自己的意思，
以類似的方式做工。無人能操控
祂，但我們能知道祂在哪些方面積
極的做工。就像風一樣，聖靈雖不
能眼見，卻是強而有力。很顯然
的，即便我們看不見風，但卻能感
到它的存在，並看見它的效果。不
論是徐徐微風，還是致命的風災，
風可以是一股強而有力的力量。當
聖靈被描述為風時，是與祂將生命
賜予死人的作為有關。這展現了一
種最高的效力，只有上帝才有這樣
的大能。
究竟這是如何完成的，仍舊是一個
奧祕。上帝藉著聖靈的工作，遠超

過我們所能理解的，正如許多不論
是世俗或神聖的事物，是超過我們
所能理解的一般。
這並不代表我們無法知道聖靈完成
的工作，但我們必須承認，在面對
神的奧祕時，最合宜的美德便是謙
卑。唯有謙卑，我們才能欣賞上帝
的偉大，認清我們受造的有限，並
接受神聖啟示的必要。
懷愛倫曾恰當的陳述：「《聖經》
的奧祕非但不能持為反對它的理
由，反而是最有力的證據，證明它
是由神聖靈感而成的。假若《聖
經》不提到上帝，只記述一些我們
所能明瞭的事；假若上帝的偉大與
威嚴，都是人們有限的智能所能測
透的，那麼，這部《聖經》絕不能
像現在一般能為其神聖性所無可置
疑的證明了。」― 懷愛倫著，
《教育論》原文第170頁
在自然界中，有哪些眼不能見的力量
對我們的生活發生影響呢？針對我們
生存的世界中，確實存在著看不見卻
又強大的影響力，這給予我們什麼樣
的教導呢？

星期一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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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參與創造】
上帝在地上的第一件大工就是創
造，《聖經》清楚的提到上帝（創
1 ： 1 ），和耶穌基督（西 1 ： 16 －
17 ），是天地萬物和其中所有一
切的創造主（約 1 ： 1 － 3 ）。然而
《聖經》也提到在創造之工當中，
聖靈的參與。
閱讀創1：2；伯26：13；33：4；詩
33：6；104：29－30。聖靈在創造
時的角色是什麼呢？上帝的靈和生命
的創造是如何相關的呢？

在創世記1：2的創造故事中，提到
在創造時聖靈在場。約伯記 26 ：
13，33：4，詩篇104：29－30，和
詩篇 33 ： 6 ，都說明在超自然的地
球創造中，聖靈扮演活躍的角色。
《聖經》清楚的提到，在創造世界
時，聖父上帝和祂的聖子耶穌基
督，都參與其中（參閱賽 64 ： 8 ；
西1：16－17）。然而聖靈當時也
在場，儘管祂是以一種較為奧妙的
方式參與。
祂在創造故事中並非以主角身分
出現，祂卻是「運行」在空虛之
中，因著祂的行動，祂參與了地球
上生命之創始。在創世記1：2使用
「運行」在地的表面上，這「運

行」或「徘徊」（merahepeth）的
希伯來字，與申命記32：11的用字
相同，此處將上帝比做徘徊在雛鳥
巢窩上的鷹。聖靈與地上生命的創
造有親密的關連，並如同老鷹看顧
雛鷹一般，看顧著新造的生命。詩
篇104：30說，唯有藉著聖靈的工
作，創造之工才得完成，祂曾積極
參與在創造過程當中。
聖靈不僅在創造世界時在場，祂也積
極參與我們的再造過程，祂賜給我們
新的心和新的意念。這兩者之間有何
關連呢？安息日如何說明創造與再造
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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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聖所】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
他們中間。」（出25：8）
在創造之後，上帝的救贖計畫乃是
《聖經》中最重要的部分。對墮落
的世界而言，倘若沒有救贖計畫，
那麼創造又有何益呢？身為罪人，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位創造主，還
需要一位救贖主。我們該何等感謝
我們擁有這位救贖主，也就是耶穌
基督。沒有祂，在這本身無法給予
我們任何盼望的世界中，我們將失
去希望。在《舊約》中，聖所和聖
所儀式說明了上帝赦免罪過，並預
表我們的救主―耶穌的工作。在
此，救贖的計畫得以向古以色列人
啟示（參閱希4：2）。聖所儀式雖
主要是指向耶穌，和祂為赦免罪過
而死，但聖靈也積極參與幫助特定
人選，按著上帝啟示給摩西的樣
式，來建造聖所。
閱讀出31：1－5，聖靈如何參與建造
聖所之工呢？聖靈如何協助那些建築
上帝居所的人們呢？

《聖經》告訴我們，聖靈也有出現
在建造聖所之中，此處是上帝與人
類可以和好，也是聖潔的上帝與罪
人相會之重要處所。是上帝向摩西

傳達了祂要按著天上聖所的樣式，
建造地上聖所的計畫。（出 25 ：
9，40）。
聖所是上帝用以闡明祂救贖計畫的
模型，祂要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居
住在祂的子民當中，而祂正是要藉
著祂要他們建造的聖所，來達成這
目的。聖靈的工作，就是協助人類
以精巧的藝術技法與美感，來完成
上帝吩咐他們要做的事。沒有祂的
幫助，以色列將無法完成這項精巧
的工藝。
以聖靈的能力而言，祂當然不需要人
類的幫助來建造聖所，然而祂卻協助
其他人用技巧和美感來建造。在哪些
方面，用何種方法，你能夠鼓勵並協
助其他人使用他們的才幹，為著上帝
的榮耀來助長上帝的國度呢？

星期三

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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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榮耀耶穌基督】
聖靈在舊約時代就很活躍，儘管祂
的工作看起來不如在新約時期那麼
廣泛。隨著應許的彌賽亞―耶穌
的到來，聖靈的事工更加強化，並
且祂將祂的恩賜分贈給所有信徒。
《新約》告訴我們，聖靈在我們
的屬靈生活中，以及在教會的生
活中，都以許多不同的方式積極參
與，然而祂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
榮耀耶穌基督。
閱讀約16：13－14和約15：26，耶
穌談到聖靈的工作是什麼？聖靈一切
其他的工作，是如何與這項主要的工
作相關的呢？

耶穌告訴我們，聖靈不是談論自己
的事，而是談論耶穌的事。祂的工
作在於高舉耶穌的救贖工作。祂自
身退居幕後，將焦點集中在耶穌
身上。有這樣一段適切的描述，
「聖靈給我們的信息絕不是『仰望
我；聽從我；到我這裏來；來認識
我』，而是『仰望祂，見祂的榮
耀；聽從祂，聽祂的話語；到祂那
裏去，好得生命；去認識祂，嚐嚐
祂所賜的喜樂和平安。』我們可
形容聖靈是月下老人，或是天上的
媒合者，祂的角色是將我們和基督
配合在一起，並確保我們相連。」

― JI派克，《與聖靈步調一致》
〈尋得與上帝同行之豐富〉，修訂
新增版（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05），原文第57－58頁。
這是至關重要的，任何有關聖靈工
作的要點，倘若有損於祂，或是有
損於耶穌基督的工作，就不是從聖
靈而來的。既然聖靈對於我們的屬
靈生活是如此重要，祂絕不會取代
耶穌的地位，因耶穌是我們唯一思
想的，也是我們唯一的救贖。無論
耶穌在何處被高舉，聖靈總是在做
工。這就是為何我們被稱作是基
督徒，也就是基督的跟隨者（參
照徒 11 ： 26 ），而非「聖靈徒」
（Pneumians），也就是聖靈的跟隨
者（參閱葛里漢‧柯爾著，《賜生
命的那位：聖靈的教義》[Wheaton,
Ill：Crossways Books, 2007]，原文第
284頁）。
為何在我們所做的一切事上高舉復活
的主，是如此的重要呢？畢竟，想想
耶穌為我們做了什麼？我們虧欠祂太
多了。我們如何表達我們的感謝之意
呢？（例如，參閱帖後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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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基督】
聖靈使耶穌得以道成肉身（路 1 ：
34 － 35 ）。祂膏抹了耶穌的使命
（路3：21－22）。聖靈對耶穌的
恩膏，賦予了祂完成彌賽亞使命的
能力，並使祂有資格賜聖靈給祂的
門徒們。聖靈在耶穌受試探時，
引導並支持著祂（可1：12；太4：
1 ；路 4 ： 1 － 2 ， 14 ），因此耶穌
「就能搭救被試探的人」（來2 ：
18；對照4：15－16）。聖靈給予
耶穌完成救贖之工的能力（來 9 ：
14），也使得耶穌的復活成為可能
（彼前3：18）。聖靈在這一切事
上，都保持安於幕後，以協助凸顯
耶穌基督的重要。
閱讀路24：44－49；加5：16－23；
弗4：23－24。在這些經文中，教導
我們哪些有關聖靈的工作呢？聖靈如
何榮耀耶穌呢？

讀，上帝的話語已充足全備。
2藉著吸引男女進入與耶穌基督的
救贖關係當中，聖靈溫柔的在人們
的內心和意念中工作，祂賜人們悟
性，使他們能明白屬靈的事物，進
而願意信靠耶穌基督，並接受祂做
他們的領導和救贖主。
3 藉著在我們身上重現基督的品
格，聖靈將基督化的美德帶進我們
的生命中（加5：22－23）。藉著
耶穌的寶血，我們得以戰勝罪惡
（對照啟12：11），聖靈也使我們
行事為人能夠忠於上帝的誡命。
4 藉著使我們有能力活出像基督
的、無私的、為人服務的愛的人
生。祂呼召男男女女為上帝從事特
別的工作，並使我們能夠以吸引人
的基督之靈，與他人接觸。
在我們的生命中，如何藉著重現基督
品格之工，將榮耀歸給父呢？

聖靈至少用以下的幾種方式榮耀耶
穌：
1以一種可信和可靠的方式，在經
文中教導關於祂的事。沒有任何我
們所必知，關乎基督與祂的拯救之
事，是被遺漏或是會誤導人的。只
要我們願意藉著信心和順服來研

星期五

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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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無疑的，在我們與主同行中，聖靈
的工作是很重要的。雖無法眼見祂
的工作，但我們能夠從我們的生
活，和其他人的生活當中，看見祂
工作的果效。假若你的生命因著在
耶穌裏的信心得著改變，這必定是
藉著聖靈在其中的工作完成的。
「風雖不能見，但其效果是看得
見、摸得著的。照樣，聖靈在人心
中作工，人感受到其拯救功能之
後，就必在其行動上表現出來。上
帝的靈住在人心裏，就能改變人的
整個生活。罪惡的思想丟開了，不
良的行為拋棄了；仁愛、謙讓及和
平，代替了憤怒、嫉妒與紛爭；憂
愁變成了喜樂，容貌也反映出天上
的光輝。」―懷愛倫著，《歷代
願望》原文第173頁。
這是何等美好的應許，且無以數計
的生靈已見證這是千真萬確的。然
而聖靈的工作卻非一蹴可及的，我
們不會自動變成我們應當成為的那
種人。忠心並順服於主的人生，是
伴隨著奮鬥、降服、並在失敗時悔
改的人生。聖靈作為神聖的媒介，
在我們的生命中做工，使我們在基
督裏成為新造的人。這是一生的工
作，儘管我們的罪將帶動我們更加
降服於主，魔鬼總是喜歡利用我們
的罪，使我們在基督徒的生活上灰
心，但我們絕不要讓牠得逞。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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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罪所嘲弄時，我們務要記得耶
穌為罪人代死。正因為我們是需要
恩典的罪人，耶穌才為我們死，並
賜我們恩典。
討論問題
1 聖靈在幕後做工，也就是以一種
人們不知曉、看不到、甚或是不賞識
的方式，來從事主的工作，這樣的典
範給我們什麼樣的教導呢？

2聖靈如何高舉耶穌，並使祂受到注
目呢？在不將自己置於目光焦點的前
提下，你如何高舉耶穌呢？為何有時
這是很難做到的呢？我們如何與高抬
自我的先天傾向相對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