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

第廿二课…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一、圣灵就好像是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一样，
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奥妙
二、我们倾向把自己的经历扩充、绝对化，
这形成了一种的争论
我们应该回到圣经、谦卑下来，
看看圣经要启示我们圣灵是怎么一回事。

保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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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是谁？他的工作又是怎么样？
这是 教会第 天开始
这是从教会第一天开始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讨论、或说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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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
 圣灵是谁
 他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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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十四15-17

约十六 7-11

15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07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然而 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就差他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08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 责备自
自己责备自己。
09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10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义
11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约十四25-26
25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十五26 27
约十五26-27
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
就要为我作见证
27 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约十六13-14
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14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

约翰福音是一卷超越、飘逸、高远的福音书，
教会的先贤早自第
教会的先贤早自第一、第二世纪，众教父已经认定了，
第二世纪 众教父已经认定了
在教父的传统 ─
 用牛象征路加福音、马可福音
牛象
音
音
 用人代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用狮子比喻马太福音
 唯有用鹰代表约翰福音高远、超越
教父讲法的灵感来自 启四6-7 宝座前四活物的描述，
启示录的描写源于 结一4-14 的图画，
这种比喻中的比喻、象征中的象征，
 要的是握其精髓、悟其意义就可以了
 如果纠结，把象征、代表变成绝对的话，
轻，
轻，就会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重，就会陷入错谬的一种情况

约翰福音谈到圣灵，
 是相当具体、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
是相当具体 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
 跟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很不一样
就好像约翰福音谈到神迹奇事 重点是「记号」
就好像约翰福音谈到神迹奇事，重点是「记号」，
不能把「异能」看成耶稣工作的核心、
不能把「奇迹」视为耶稣工作的中心所在，
反而要从这些的事情里面
看得到它指向的、所代表的是什么。
同样在圣灵的教导，
还是环绕着耶稣基督来讲的 ─
 圣灵的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去
，
((十四16))
 圣灵要来带领门徒想起、认识耶稣的教导，
以致跟从耶稣 ((十四25-26、十五26-27、十六13-15))
以致跟从
 圣灵要审判拒绝耶稣的世人 (十六7-11)

也不见得约翰福音每一个章节的主题
都是那么的高远 那么的超越 难 体会
都是那么的高远、那么的超越、难以体会，
关于圣灵和他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
福音书里讲圣灵的教导 有两个讲得比较多
福音书里讲圣灵的教导，有两个讲得比较多，
 约翰福音
 路加福音、还有它的下集使徒行传
音
使徒行传谈到圣灵时，
常常用像、好像、如同的描写，教导、提醒 ─
不必要把一些看法、体会，扩大或绝对化。
第二章 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好像舌头、如同火焰等等的描述来描写圣灵，
这种用象征、用代表的方法来描写，
是
要
、特
体 ，
就是提醒不必要把自己的经验、特别的体会，
把它扩大、把它绝对化。

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得到、辨识、体会
圣灵是谁 他做什么
圣灵是谁？他做什么？
 约翰福音说 ─ 圣灵来是要指向耶稣基督、
引
引领人跟随耶稣基督
随
基督
 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没有任何震撼人心的力量、
没有任何刻骨铭心、动人心弦的异象、
没有任何的特别的经验和感觉
如果你要我做一个比方的话，
我觉得约翰福音的圣灵
他有点像 GPS 卫星导航器，
开车的时候设定了方向，
一路上 GPS 不断地提醒你、告诉你：
 离开终点有多远、应该怎样继续旅途
离开终点有多 、应该怎样 续
 不断不断在你的耳边提醒你

可是如果没有听到、或其他的缘故
大意错失了它的提醒的话，
大意错失了它的提醒的话
它还是会在你的身旁彷佛安慰地告诉你 ─
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继续这个旅程的，
关系 我
是会 续 个
所以会说：重新计算…
就算开车的人以为自己比
车
GPS 更懂得路线，
GPS 还是会不屈不挠、坚持地向你报告
目标和路线是应该怎么走、怎么行。
早期的教父用飞鹰来象征约翰福音
 导航器表达圣灵在基督徒生活里面的同行
他没有用强迫的力量、奇特的方式叫人屈服，
只是不断地在身旁提醒基督徒 ─
应该往那 方向走、
应该往那个方向走、
应该往那个方向行。


我曾经分享过教会好像一幅刺绣，
 后面，会发觉错综复杂、支离破碎
后面 会发觉错综复杂 支离破碎
 正面，一幅美得不得了的刺绣展现在眼前
体会主的 作实在奇妙 ─如何塑造他的群体，
体会主的工作实在奇妙
如何塑造他的群体
无论如何艰困，
还是可以编辑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美
刺绣的比方也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
 看自己生命的底面，也真的是支离破碎
 如果翻过来看看生命的正面，
也许很惊讶我们也可以是一幅美丽的刺绣
这是圣灵不断提醒我们，作保惠师，帮助我们走在正路上，
不过有时我们以为自己更懂得路、有自己的想法，
错失了 GPS 给我们的提示，
给我们的提示
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常常如此！

所以「保惠师」这一个词就是说 ─
 在你旁边呼唤、提醒、带领，
在你旁边呼唤 提醒 带领
他就陪着你走
 他没有在远方，好像觉得你怎么赶不上，
有在
像觉得 怎 赶
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那么的软弱
 他没有在后方用鞭、绳来抽你、来打你，
说：「你怎么不长进？」
他就是在我们的旁边 ─
前方一百米转左、前方一百米转右…
 走差了、走错了，没事、重新计算
 不屈不挠，坚持地
在我们的耳旁提醒我们
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保惠师 ─

圣灵。

一个日本基督徒的作品，这位弟兄叫远藤周作，
 从小，阿姨把他妈妈带到教会，妈妈就把他兄弟俩
小 阿姨把他妈妈带到教会 妈妈就把他 弟俩
带到教会去，教会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的记忆
 因为学业的关系，他去欧洲，
学
关系
去
接近欧洲的教会、传统，也没有很大的感动
然后因为病的缘故回到日本，两年养病的过程，
慢慢发觉竟然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写出来的小说展现一种信仰的情怀、元素、
信仰塑造生命的一种的味道，
生命走过来时，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带领着他。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懂，
或是以为要放弃、要偏行己路，
可是保惠师就用很奇怪、很奇 的 法，
可是保惠师就用很奇怪、很奇妙的方法，
把我们继续地放在正途上面、迎向目标。

看一些文艺复兴的画，
画里面宗教人物 圣经场景
画里面宗教人物、圣经场景，
觉得真的是很感人。
有 次我在阅读 才知道那些 里 的人
有一次我在阅读，才知道那些画里面的人
都是街上一些小人物，可能是苦力、奴隶、仆人，
可是那些画家能够捕捉这些普通的人，
捕
把这些人的工作、生活片段、形像、微笑、愁苦挣扎
画进画里面，成为一幅又一幅的名画，
让我们感觉圣经向我们说的话，这是很奇妙的。
保惠师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吧 ─
你、我都是很普通的人，可是经过他
很奇妙的工作、奇妙的带领、呼唤，
我
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跑到画里面，
觉
跑到画里面，
成为一幅又一幅感人的图画。

亲爱的主耶稣，

祷告

我们谢谢你赐下保惠师，
在我们身旁、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
不屈不挠地、坚持地、
锲而不舍地提醒我们。
就在我们叛逆的时候、
就在我们环顾的时候、
就在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
你还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谢谢你，圣灵，祈求你继续在我们的身旁、
在我们的心中，呼唤我们、带领我们，
走在正途上、朝着标竿直跑。
奉你的名求 阿门。
奉你的名求，

在实际的生活里，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
常常会有奇特的经验 有神迹奇事陪伴着你
常常会有奇特的经验、有神迹奇事陪伴着你，
我猜想不会每一个人都有吧？
可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
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
每
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都可以、都应该回想、明白、敏锐主的心意，
紧紧地跟随他的脚踪、锲而不舍地守他的诫命。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不管你是谁、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恩赐、有没有奇特的经验，
都可以因为保惠师
 更加地爱主、更加跟随他，走在正道上
， 在
 这位保惠师将会带领我们一直到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