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課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1季‧1～3月

3月18日－24日 安息日下午

聖靈的工作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約16：8－11；羅5：10；希4：15－16；彼前5：8－9：1；約5：12－13；詩31：24。

存心節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
力大有盼望。」（羅15：13

當本季關於聖靈與靈性的學課即將結束的時候，我們要將注意力集中在
先前所沒有提到的，聖靈的另外一項具有決定性的工作上。
當耶穌向門徒們宣佈祂要往天父那裏去的時候，祂曾應許要賜聖靈給他
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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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
根據耶穌的教導，聖靈是一位parakletos，即「幫助者」或「保惠師」，
或是一位為我們代求的「中保」。同時，耶穌也宣告了這位「中保」的
工作：祂來了就要在罪、在義、在審判各方面指責（指證）世人（參閱
約16：8）。
在最後一週中，我們將更加詳細的研究聖靈這一具體的工作。我們還將
學習聖靈的這項工作，與其事工的其他兩個重要方面，是如何相互聯繫
的：我們得救的保證，和促使我們像耶穌基督的門徒般生活的光明希
望。

■研究本週學課，為3月25日的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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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有罪】
閱讀約16：8－9。聖靈為我們做了什
麼至關重要的工作？為何這如此重要
呢？

耶穌稱聖靈為保惠師（paraclete），
這一稱號含義豐富，表達出幫助
者、辯護者和安慰者的概念。聖靈
並沒有以控告弟兄或以我們檢察官
的身分來從事使人知罪的重要工
作。耶穌差遣祂來不是要責備我
們，而是要幫助我們明白我們需要
上帝的恩典。
只有安慰人心的人才會被接納成為
一位幫助者。可悲的是，雖然有些
基督徒的心意是好的，但當他們接
觸罪人之時，總是擺出一副指責的
面孔，而非幫助者的姿態。如果我
們到處去指責別人生活中的罪惡，
那麼就是在做耶穌沒有呼召我們去
做的事了。畢竟，我們自己也做不
到清白無罪，又憑什麼去指責他人
的罪過呢？
閱讀羅2：1和太7：3。我們從這些經
文中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我們是祂的見證人，不是祂派的檢

察官。我們蒙召為要見證祂救贖的
大能，而不是對別人的過錯橫加指
責。在使人知罪的事上，我們要知
道這並不是我們的工作；這是聖靈
的工作。
「使世人明白」（約16：8）什麼
是罪的是保惠師—不是我們。對於
那些沒有將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獻給
主的人來說，很難理解罪的真正含
義，並了解它到底具有多大的破壞
性。
要知道，聖靈並不會將具體的錯誤
行徑一一羅列，相反的，祂直接指
出所有罪惡的根本：不相信耶穌基
督（約16：9）。人最深切的痛苦
與疏離不在於道德的缺陷，而在於
我們遠離上帝，並且拒絕接受那位
上帝所差遣的，為要拯救我們脫離
悲慘現狀的耶穌基督。
所有罪惡的根源在於我們不相信耶
穌，如此我們便拒絕了唯一一位能
夠拯救我們脫離罪惡與愧疚的上
帝。這就是把自己置於世界的中
心，而且拒絕相信上帝話語的罪。
只有聖靈能打開我們的心和意念，
使我們明白自己十分需要悔改與救
贖，而這救贖只有藉著基督為我們
而死才能得到。

星期一

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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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公義】
約16：8說到，聖靈不單要叫世
人，為罪，也要為義，自己責備自
己。換句話說，世人若不明白罪的
真正含義，那麼也就不明白什麼是
真正的公義。
還未悔改的人總是覺得能做到外在
行為的道德就足夠了。他們所渴望
的不是上帝的義，而是自己的義。
他們所尋求的公義來自於外在的行
為，例如順從上帝的律法。但若我
們單靠順從律法的行為，並不能使
我們在上帝面前得稱為義。

的生活中。祂為我們而死。雖然在
地上，那些將祂置於死地的人拒絕
接受祂，但在天國，上帝卻張開雙
臂歡迎祂。耶穌從死裏復活，表明
天父認可了耶穌的一生和祂的救贖
工作。現在耶穌活著，為我們代求
（來4：15－16），並且祂為我們
而死，使我們因此得益，因為我們
自己是不具有救贖所需的公義的。

在賽 64 ： 6 中，先知描述了在他所
生活的時代，所有人們靠自己的力
量行出的義都彷彿是「污穢的衣
服」。即使是出於最美好的宗教動
機，事實上這種自以為義也是反其
道而行：不義。

祂住在我們裏面，我們才得生存。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祂是愛
我，為我捨己。」（加2 ： 20 ）當
耶穌在我們裏面活著的時候，我們
便成為順從聖靈的人（羅8：4），
藉著聖靈大能，過新的屬靈生活
（參照加3：2－5；5：16，18）。

但耶穌的義對我們來便已足夠，能
滿足上帝律法的所有要求。上帝看
重耶穌的義，我們只需藉著在耶穌
基督裏的信心，便能求得祂的義。

藉著聖靈，基督的大能與我們同
在，也顯示耶穌在天上為天父所高
舉。藉著聖靈所賜的能力，耶穌的
門徒得以日益長成耶穌的身量。

閱讀羅5：10和來4：15－16。我們
的義與基督在天父施恩寶座前的永恆
工作有何關連呢？

律法所要求的公義體現在耶穌完美

人通過自己的努力所得的義，實際上
是多麼的污穢不堪，你曾經歷過嗎？
針對你需要基督的義，這給你什麼教
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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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審判】
閱讀約16：8。耶穌說的審判指的是
什麼？為什麼審判是好消息呢？

聖靈的工作仍有最後偉大的一部
分：指明審判。許多有關這節《聖
經》的宣講似乎正朝著錯誤及有
害的方向發展。對於罪惡與公義的
探討，似乎常使許多自稱為基督徒
的人，向那些拒絕接受基督的人發
出審判的警告。他們這樣做，是想
要警告罪人那將來等待著他們的審
判，他們的口中的審判是令人恐懼
的。
雖然審判必定會發生，但這不是耶
穌在約16：11中所強調的重點。從
字裏行間中，我們可以看出主在這
裏所談論的，並不是將來的審判，
如同祂在約12：48所談到的。事實
上，耶穌在這裏所提到的審判是一
個好消息，是指撒但將快要在髑髏
地受到審判。真理最大的敵人，也
就是魔鬼，如今雖然活著，卻已是
時日不多。審判終將到來，但這裏
的重點卻是要我們明白，這世界的
王如今已被定罪了（約12：31）。
閱讀彼前5：8－9。彼得筆下的撒但
是什麼樣子？我們應該怎樣抵擋他
呢？

魔鬼知道他所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而且在髑髏地，他已受到致命的打
擊，只是還苟延殘喘。如今他十分
狂暴，盡其所能的吞吃一切。但
是，他的慘敗已是定局，耶穌已贏
得了最後的勝利，並且耶穌的寶血
使我們得以自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盟軍於
1944年6月6日在法國登陸時，納粹
軍團已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顯然希
特勒的敗局已定。但從諾曼底登陸
（進攻發起時）到歐洲勝利（1945
年5月8日戰爭在歐洲結束）期間的
十一個月，確是這場戰爭中最為血
腥的日子。同樣，撒但知道這十字
架給了他致命的打擊，但他仍然頑
強的對抗，盡可能吞噬更多人的性
命。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上帝
呼召我們要保持清醒、警覺，將一
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我
們（彼前5：7－8）。
為什麼審判對我們來說是好消息呢？
誰是我們在審判中的中保？我們應如
何以帶來希望的方式，而非造成恐懼
的方式來傳揚審判的信息呢？

星期三

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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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的保證】
閱讀約一5：12－13；羅8：15－
17；林後5：5。為什麼一旦接受基督
為我們的救主，我們就獲得了永生的
保證？這項保證的依據是什麼呢？

引導罪人歸向耶穌的是聖靈。耶穌
代我們受死使我們與上帝重歸於
好。耶穌饒恕我們罪，使我們得自
由，以上帝兒女的身份過新的生
活。如今，我們不再是上帝的仇
敵（羅 5 ： 10 ），而是順從聖靈而
行（羅8：4），我們的心思也體貼
聖靈的事（羅8：5）。如果我們沒
有基督的靈，我們就不是祂的兒
女，也不屬於祂了（羅8：9）。但
如今，有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在我
們的心中作見證，祂向我們證明我
們是屬於耶穌的，並且我們是上帝
的後嗣，與基督同作後嗣（羅 8 ：
17）。那使耶穌從死裏復活的強大
生命力，如今正在我們裏面啟動，
使靈性昏昧的我們也能活過來（羅
8 ： 10 ）。更重要的是，祂也將我
們確實屬於上帝的保證刻印在我們
心中。當我們聽到並相信叫我們得
救的福音時，便是在耶穌裏受了聖
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
憑據（弗1：13－14）。每一位信
徒都可以擁有此一保證（約一 5 ：
12－13）。

閱讀弗1：13－14。受聖靈的印記是
什麼意思呢？

接受基督的人會重生，是從「聖靈
生的」（約 3 ： 3 ， 5 ）。聖靈將這
一事實刻印在我們心中，這樣我們
就有了得救的保證，可以體驗到做
為上帝兒女的喜悅。聖靈認我們
為屬基督的人。「人若沒有基督
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 8 ：
9 ）。現在我們意識到，上帝是我
們慈愛的父親，我們是祂親愛的孩
子。聖靈彷彿是一份定金、押金或
抵押品，因為我們最終的禮物是永
恆不朽壞的生命，在基督復臨時將
要賜給我們（林前15：51－54）。
這便是真實信心的標誌。若是基督
徒沒有這樣的確信，就很難有令人
信服的見證。
「談勇氣，談信仰和希望，這樣你
將在主裏全然光明。把你的思想放
在那扇開著的門上，耶穌將它放在
你面前，沒有人能關上。如果你願
意給祂機會，祂會將通往邪惡的
門關閉。當仇敵如同急流的水沖來
時，耶和華的靈必要把他驅逐出
去。」―懷愛倫，《復臨評論與
安息日通訊》，188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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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盼望】
閱讀羅5：4－5；15：13；和林前
13：13。愛與盼望之間有什麼關連
呢？在賦予我們愛與盼望的事上，聖
靈起了什麼作用呢？

以上帝的愛充滿我們內心的，就是
聖靈。祂將我們與上帝連結起來，
讓上帝的愛常居我們心中。我們心
懷盼望，是因為上帝堅定不移、永
不改變的愛，這是我們盼望的原由
和基石。沒有愛，也就沒有盼望，
因為只有愛能生出盼望。正因為上
帝的愛與祂的信實緊密相連，所以
我們有美好的盼望，相信祂將會再
來，帶我們到祂所居住的地方。
閱讀詩31：24，盼望對我們有什麼影
響呢？

盼望鼓舞人心，盼望賦予新的力
量，盼望使我們歌唱，讓我們感到
快樂。盼望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若失去了盼望，生命的意義將何
在？
然而，有盼望與凡事樂觀還是有所
不同。樂觀主義者認為，一切事情
都會更好：天氣、經濟、學習成

績、財務等等。而盼望卻不是一種
盲目的樂觀。它以上帝的信實為根
基，堅信祂過去所賜的應許。盼望
是指相信上帝將會實現祂所應許
的，因為祂是信實的，是真實的。
上帝已經證明祂自己是可靠的，而
且祂從不動搖。我們的盼望是以祂
的堅定和信實為根基。
毫無疑問的，我們的盼望也以十字
架上的基督為根基。當我們注目十
字架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上帝
對我們的愛以最震撼人心的方式彰
顯出來。在十字架上，耶穌因我們
的罪付上生命的代價，給予我們和
整個宇宙一個前所未有的啟示：我
們的上帝真正的品格。因此，做為
在這個廣大浩瀚宇宙中墮落且必朽
壞的生靈，我們在自己身上，或是
我們所成就的一切所謂「偉大的」
事上，都無法找到盼望，只有在上
帝身上，那位在十字架上向我們彰
顯祂自己的上帝身上，才能找到盼
望。
基督復臨的盼望是如何建立在上帝信
實的應許之上呢？盼望對我們的生活
有什麼影響？我們如何發展一種反映
出盼望、而非絕望的生活方式呢？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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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著作，《你必得著能
力》，特別是十月的內容，「為聖
靈預備」。
若要總結聖靈的工作，可以說聖靈
與天父和聖子和諧同工，共同完成
人類的救贖工作。聖靈將我們從屬
靈的死亡中喚醒，祂引導我們意識
到自己的罪孽，開啟我們的眼睛，
讓我們看到，就我們本身而言，自
己是失喪的人。祂在我們心中燃起
對改變的盼望，並引我們到耶穌基
督面前，因為唯有祂能夠滿足我們
心中最深切的願望。祂給我們得
救的確據，因祂向我們指出耶穌，
並告訴我們祂曾為我們所付出的一
切。祂使我們變得更像耶穌。在我
們與上帝同行時，祂使我們忠誠。
祂賜予我們力量，來完成上帝的旨
意，並有效的投身於使命中。祂啟
示了上帝的話語，作為我們基督徒
生活和信仰的可靠指南與標準。若
沒有聖靈，我們將歸於何處？若沒
有聖靈，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我
們只能嘗盡痛苦與失落，也不能做
任何歸榮耀與讚美給上帝的事。感
謝耶穌曾應許並差派聖靈給我們。
「聖靈是祂為提拔祂子民，而懇求
天父賜下的最高、最大的恩賜。」
―懷愛倫，《你必得著能力》，
原文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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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請就什麼是罪和什麼是義的問題
進行更深入的探討。為什麼做為信奉
《聖經》為上帝話語的我們，對於何
為罪與何為義的理解，應與那些不信
《聖經》的人有所區別呢？這些區別
又是什麼呢？《聖經》給予我們哪些
有關罪和義的教導，是其他資料所沒
有的呢？

2與安息日學班上的學員們分享，對
於你來說，聖靈工作的哪方面是最有
價值的？為何這方面如此重要，它如
何影響你的生活呢？

3請在課堂上談論我們在耶穌裏所有
的盼望。這盼望的根源何在？也就是
說，如果有人問起「你們心中盼望的
緣由」（彼前3：15），你會如何回
答呢？為什麼？你所說的是否能令人
信服呢？

4本週的課程談論得救保證的問題。
什麼是得救的保證？我們之所以擁有
此一保證的原因何在？這保證的根基
是什麼？它與假設有何區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