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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差遣聖靈來幫助我們 

第一 聖靈來是要爲主做見證，我們也在爲主做見證，所以聖靈來也幫助我們做見證。聖

靈本身就見證我們的見證了，聖靈幫我們的見證，目的要改變世人對主，對救恩的一個

觀念和態度，使他們也能成爲屬 神的人，也幫助他們能從仇敵的網羅、蒙蔽裏面出來。 

第二 聖靈來是大有益處的，16 章第 7 節，祂說我去對你們是有益的，爲什麽是有益呢？

有什麽能比得上這麽可愛的救主和我們在一起還更有益呢？主說如果我不去保惠師就不

來，換句話說，保惠師來比祂本人來帶給我們的祝福和幫助要大得多。因爲聖靈就是得

了榮耀的耶穌基督祂自己的靈。祂道成肉身時，受到時空的限制，祂在耶路撒冷就沒有

辦法在加利利，到了伯大尼就沒有辦法在伯利恒。今天耶穌復活了，藉著十字架把祂的

生命釋放出來，藉著聖靈住在每一個 神的兒女的心中，不再受時空的限制。一粒麥子

死了，結出了許多的子粒來，都是一樣的寶貴，都是同一個生命。所以主去了，保惠師

來了，而且住在我們的心中，這是一個更大的祝福。 

 

聖靈來對我們大有益處 

從十四章到十六章，主陸陸續續在祂最後的勸勉裏講到關於聖靈，聖靈來爲什麽對我們大

有益處呢？光從主在這短短的兩、三章裏，講到的聖靈，就够我們在主面前感恩。而且

我們一定要求主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能够真認識聖靈的寶貴，也真帶領我們來經歷聖

靈在我們身上該有的祝福。十四章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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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爲不見祂，也不認識祂。

你們却認識祂。因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約 14:16-17）這段經文提到

幾件事： 

1.  聖靈來是保惠師，或叫安慰者，祂是安慰的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2. 聖靈是一個永遠同在的靈，祂要永遠與你們同在。 

3. 更寶貴的是，聖靈是一個內住的聖靈，祂要住在你們裏面。 

4. 十四章 26 節說聖靈來祂是啓示的靈，是教導的靈，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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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許多事我們不明白、記不得，聖靈要來教導、提醒和啓示 

   我們。 

5. 十五章 26 節說聖靈是一個見證的靈，爲耶穌基督做見證，高舉基督，榮耀基督。 

6. 十六章 8- 10 節聖靈是一個施恩叫人悔改的靈，是一個光照的靈，叫人爲罪、爲義、 

   爲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7.  十六章 13 節說：真理的聖靈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進入一切的真理。 

 

聖靈的工作，祂所帶下來的果效和祝福太寶貴了，所以說聖靈來對我們是有益的。聖靈

來要叫人爲罪、爲義、爲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到底指的是什麽？主耶穌有很清楚地解釋：



聖靈來對那些不信的人（包括我們原來不信的時候），就有第 9-11 節所說的這幾種的情

形。但是聖靈來就把我們從這裏面拯救出來，讓我們可以脫離原來的錯誤。 

 

「爲罪，是因他們不信我。」（約 16:9） 

爲罪是因爲他們不信我，講到我們不信主之前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不相信我們需要救

主，很多人只是想追求一個人生的真諦，有一個更好的人生哲學。我們並不相信耶穌是 

神 的兒子，是世人唯一的救主，是 神道成了肉身來到我們中間。我們有太多的不信，

我們不相信祂死裏復活，不相信祂是 神。我們可能會相信祂是一個好人，相信祂是一位

很有愛的人，相信祂是一位偉人，但是我們就是不相信祂是一位救主，所以當我們真被光

照，真被聖靈顯明時，我們會爲著自己的罪、爲著我們不需要救主、不相信救主、我們會

爲罪自己責備自己。 

 

「爲義，是因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就不再見我。」（約 16:10） 

我們還沒有信主以前，也不相信耶穌從死裏復活，而且回到天上，回到 神那裡去，所以

當我們得救時，我們會爲了義而責備自己。羅馬書第四章第 25 節講到「耶穌被交給人，

是爲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爲叫我們稱義。」這句話的意思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死

了是爲了我們的罪，這是我們明白的。祂的復活是爲了叫我們稱義，很多人就不明白，耶

穌有罪祂就沒有辦法復活，祂也沒有辦法爲我們贖罪，因爲死的毒鈎就是罪。如果耶穌有

犯罪的話，祂進到死亡裏祂就出不來的，死亡會把祂鈎住的，因爲罪鈎住了祂。但是因爲

耶穌沒有犯罪，祂下到陰間，祂從陰府出來，罪惡、黑暗、撒旦、死亡都拘禁不了祂，祂

從死裏復活。所以當耶穌從死裏復活這就是一個最直接的證明，證明耶穌得勝，證明耶穌

完全聖潔，證明祂的血是一個完全聖潔的血，有資格爲人贖罪，祂有辦法能叫我們被稱義！

不然的話罪人的血豈能贖罪人的罪呢？耶穌復活是爲我們稱義這句話太寶貴了，當我們

講到耶穌復活並不只是因爲照著 神的話三天復活，而也真是祂贏來的，祂藉著祂完全的

順服和得勝贏來的！死亡不能拘禁祂！所以當我們認識耶穌的時候，我們也會爲了這件事

自己審判自己，自己責備自己。 

 

「爲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約 16:11） 

我們不信之前，並不相信這個世界是要毀滅、要墮落、要受審判的。我們活在今生的享受，

世界的追求中。在這個世界裏做夢、計劃、發展，我們也只追求今生的。但是當我們真信

聖靈來讓我們看見這個世界的前途，這個世界的王是跟 神作對的。世界的王逼迫基督，

整個世界服在惡者的手下，這個世界的結局是悲慘、可怕的結局，要面對 神永遠的審判。

當聖靈來幫助我們，讓我們能看見，原來世界的王受了審判，我們得救了以後就會有一個

新的眼光重新來看這個世界。這些如果不是藉著聖靈的認識有這樣的改變，我們怎麽可能

對世界有這樣一個永世的看法呢？我們怎麽可能對基督有這樣一個新的認識和相信呢？我

們怎麽會對自己的罪有這樣的一個體會呢？怎麽會真心承認自己是個罪人呢？所以聖靈來

就叫人爲了罪，爲了義，爲了審判，自己責備自己。換句話說，聖靈來讓我們更真實的

認識自己、面對自己，承認自己是個罪人，叫我們爲罪責備自己。同樣的聖靈來叫我們

真認識基督，祂是 神的羔羊，祂是完全的人，祂是沒有犯罪的，祂是死亡不能拘禁的，

祂是從死裏復活。而且祂的得勝、祂的復活能帶給我們，讓我們被稱義也要生命改變像祂。

第三方面聖靈來讓我們看見世界的結局，看見了惡者在 神眼中至終要受的咒詛和刑罰，

至終要面對的審判，而讓我們能脫離世界的網羅。這都是聖靈給我們的開啓。我們要感謝 

神！ 

 

這段聖經最重要的兩點： 



一‧是屬主的人會被世界拒絕，好像主給我們打了一個預防針。 

在祂離開這個世界，基督徒遭受逼迫，尤其門徒時代就遭受大的逼迫，再加上羅馬

帝國對基督徒兩、三個世紀的逼迫，他們都會想起主曾經說過的話，主也早打了預

防針告訴他們不要希奇，一定會有逼迫，一定會有苦難，別怕，這是必然有的。 

二‧主告訴他們要賜下聖靈來，好像是打了營養針、保健針。 

主不只是打預防針叫我們知道會有苦難，更是在積極上給我們一個應許，聖靈來要

來幫助我們，讓我們能爲主做見證。因爲聖靈來也是要爲主做見證，讓我們能幫助

人從罪惡中，從仇敵的網羅底下被拯救出來，讓人爲罪、爲義、爲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 

 

這章聖經接著也講到聖靈來，要在我們身上做的工作。在上一講時，曾經簡單複習了一下

在主耶穌最後的勸勉裏，穿插著許多關於聖靈的應許和教導，每一點都是非常的寶貴。希

望弟兄姊妹不是隨便讀過，就像前面曾經說過的，有關聖靈的應許和教導不是給我們討論

而已。而是藉著教導和交通能够明白真理，但我們不能只停留在那裏，聖靈是要讓我們

來經歷的、聖靈是要讓我們向祂降伏的、聖靈是要讓我們被祂充滿，被祂改變的。所以

我們一定要求主讓我們在聖靈裏有正確的認識，而且經常有第一手深入的經歷。 

也像從前交通過的，教會的經歷和聖靈的經歷是在末後世代最重要的兩個真理，但也是被

仇敵破壞的最厲害。到處都看見教會的分裂、弟兄姊妹中間的不和。在聖靈的方面，同樣

的一片混亂，有的人逃避不敢談，有的人隨便用一些虛假、混亂的經歷或恩賜，取代了聖

靈的工作。我想我們都需要在主面前更降卑，不去定罪別人，但是我們要更加認真來認識

聖經給我們的啓示。 

 

一、真理的聖靈來，三件偉大的工作帶下來偉大的祝福：（12-15 節） 

上次我們講到聖靈是內住的聖靈、是永遠同在的聖靈、是保惠師、是安慰的靈、祂是真理

的聖靈，祂是來教導、來啓示我們的靈，祂是見證基督的靈，祂是光照的靈，叫人悔改的

靈，叫人能爲罪、爲義、爲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同樣我們今天從 13 節看見說「只等真理

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爲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

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祂要榮耀我。因爲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凡

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祂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 16:13-15）在這段

聖經裏，再次讓我們看見聖靈來，祂那偉大的工作太寶貴了。 

 

真理的聖靈來的工作 

第一、要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讓我們能真正的明白，小字說“進入”帶領我們能進入一切的真理，換句話說祂來要

把真理實現在我們身上，英文是 actualize。好像是一個理想，是一個應許，但是祂

今天要變成我們的經歷和實際，祂 actualize the truth 或是 guide us into the truth，

把我們引進真理，把真理實現在我們的身上，把應許實踐在我們的身上。這是太

寶貴的事情。 

第二、要榮耀基督 

              14 節，祂來要榮耀我，祂不只是要來 actualize 所有的真理，祂要 glorify me, 祂要 

       榮耀我，這是講到聖靈來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榮耀基督。 

第三、要啓示我們 



祂來是要啓示,把受於我的，把我從父一切所領受的都告訴你們。所以祂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所聽見的說出來，把受於我的告訴你們，把我從父所得的，主說﹕凡父所有的都是

我的，所以祂要把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所以，在這裏聖靈三個寶貴的功用、工作或者說要帶來大的祝福，祂要帶領我們進入真

理，祂要榮耀基督，祂要啓示我們，把所有父給祂的，所有聽見的，所有受於祂的都告

訴我們。 

 

聖靈來帶給我們的祝福： 

第一，讓所有真理要實踐在我們身上，所有的應許要成就在我們身上，所有的祝福 

要被我們承受。 

第二，也讓我們有份於基督的榮耀，因爲衪來要榮耀基督，所以同樣當衪榮耀基督 

時，也讓我們看見有份於基督的榮耀。經過這麽多年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作，

主榮上加榮的改變我們，有一天，  神的兒子可以率領衆子進到榮耀裏去，

就讓我們永遠住在榮耀裏。 

第三，聖靈開啓我們，讓我們真知道祂，真認識祂，也因著這樣的真知道，真認識 

讓我們蒙福 。就像但以理書，說到唯獨認識  神的人能剛强行事。但以理和

他的三個朋友能够在世界的誘惑；王的膳、王的酒面前，不爲心動；能够在

大金像面前，不肯下跪；能够在火的面前，心裏不害怕；能够在仇敵四圍觀

察要找他把柄的時候持，守純正；被丟到獅子坑的時候，仍然在凶猛的獅子

面前掌權，讓獅子不敢冒犯他們。你從太多的地方觀察他們，他們得力的秘

訣都在於他們真認識  神。 

神的兒女在一切的試煉考驗面前，最大的挑戰都在於我們對  神的認識到底是如何。我們

的力量來自於我們對  神的真信心，我們的真信心來自於我們對  神的真認識。當聖靈要帶

領我們認識基督，進入一切的真理的時候，這是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要學習在凡事上

順從聖靈，我們要帶著渴慕求  神光照，讓我們真知道祂，我們需要有像保羅一樣的禱告：

將那賜人智慧和啓示的靈，賞給我們，並且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好讓我們真知道我們所

信的主到底是誰，這就是聖靈來的工作！ 

 

二，主快去快回、暫時離別的提醒和鼓勵（14-22 節） 

第二件事就是主會快去快回，主在這裏告訴我們，我跟你們有一個暫時的別離，「等不多

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你們爲這話彼此相問嗎？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

變爲喜樂。婦人生産的時候，就憂愁，因爲她的時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記念那苦

楚，因爲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

這喜樂，也沒有人能奪去。」（約 16:19-22）這裏和 16 章前面講的一樣，主在這裏給他

們打預防針“你們過一陣子會不見我” ，主已經好幾次提醒他們，這次來耶路撒冷是要受

害的，人子將要被交，被定在十字架上，門徒真是聽見了，但都沒有聽進去，沒有一次真

正聽進去，所以每次主講完他們常彼此爭論誰將爲大，誰居首位，但是他們都沒有進入羔

羊的心，他們一直都不知道  神的原則是藉著降卑而升高，藉著苦難進榮耀，藉著十字架

而得勝，這些都是他們所不認識的，主提醒他們﹕你們不久會不見我，會暫時憂愁，會痛

苦、哀哭，但再不久你們還要見我。 



三、奉主名禱告、祈求的寶貴（23-31 節） 

第三件事，23 節開始主再一次强調祂的名，把祂的名賜給我們，告訴我們靠祂的名我們

可以得著什麽，14 章結束時也說過，你們奉我的名求什麽我必給你們成就，也叫父因子

得榮耀。祂再一次告訴他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什麽，祂必因我的

名，賜給你們。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麽，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

滿足。」（約 16:23-24）在此可以看見禱告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據，就是“奉主的名”。 

 

1、主的名是超乎萬名之上 

我們今天講“奉主的名”把祂的味道講淡了，也把祂的權柄看低了。腓利比書 2 章 9-11

節，因著基督願意降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神將祂升爲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

上的名，所以天底下任何一個人、事、物只要叫得出名字，基督的名字都超過祂，因

爲祂是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而且這名一出來，要叫天上、地下、地底下的都要因耶穌

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爲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2、主的名是祂爲我們贏來的 

我們看見這個名太超越、太得勝、沒有一個名不服在這個名的底下。這個名的目的是

要叫榮耀歸於父  神。所以當我們奉這個名禱告時，我們是帶著權柄，而這個權柄是藉

著基督降卑、捨己、死在十字架，被父  神高升而得來的，不是平白來的，是祂爲我們

贏得的。 

 

3、主的名可以越過我們的軟弱和缺乏 

我們可以失信，但  神不失信，我們可以對這個名信心不够，但是這個名本身的權柄和

能力是永遠被撒旦所害怕的。所以爲什麽很多時候有些信心不够的人，但他們却能藉

著禱告，甚至剛得救，對主的認識也不多，却能奉這個名行神蹟奇事、趕鬼、醫病。

不是因爲我們了不起，是因爲這個名了不起。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名裏面向主求，叫我

們禱告得答應 ，也叫我們的喜樂得滿足。 

 

禱告可以向主禱告嗎？ 

主把奉主名的應許給我們，告訴我們求必得著。把奉主名禱告的福分給我們，叫我們

喜樂滿足。但是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禱告是不是只能向父  神禱告？因爲有很多

人告訴我們，禱告是要奉主耶穌的名，因爲我們禱告是向父禱告，所以我們是奉主的

名。那麽，是不是只能向父禱告？的確，禱告是向天上的父  神禱告。我們是奉主耶穌

的名禱告的，大多數的禱告是這樣，但是並不能代表我們不能向主禱告。 

 

1、父與子原爲一，主也成就我們向祂的禱告 

主在約翰福音也說：有子的人就有父，所以當我們向子禱告也是因著我們對父有信心，

父與子、子與父原爲一。在聖經裏，有沒有向主禱告的例子呢？當然也有，很明顯的

一個就在我們不久前剛讀過的約翰福音 14 章，主耶穌給我們的應許和教導，14 章第

13 節「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麽，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14 節再講一

遍「你們若奉我的名求什麽，我必成就。」這裏看見主說“我”必成就，這是主來成就，

這就表示我們是可以向主禱告。哥林多後書 12 章第 8 節，保羅三次求主，叫那個刺

離開他，他是向主求，主對他說：「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雅各書五章 14 節說到我們中間有病的人應該請長老來爲他抹油禱告，主必叫

他起來。講到主聽了這個禱告。 

 

2、主得勝了，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在施恩座前向祂求 

希伯來書 4 章 15-16 節講到主耶穌時，說到「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祂也

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底下就說到「我們只管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講到我們可以來到祂的寶

座前，向祂求。 

 

3、保羅向主禱告的例子 

約翰一書 5 章 13-15 節 「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

自己有永生。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什麽，祂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

心。既然知道祂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們所求於祂的無不得著。」這裏的“祂”

是指 13 節所講到的“  神的兒子”。同樣地，使徒行傳 9 章、22 章、26 章講到保羅在

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主的故事，他在使徒行傳做了三次見證，都講到他是向主禱告。啓

示錄 5 章 11-14 節也是講到天上的敬拜和讚美，圍著寶座，也是向著羔羊而去。說到

天上天使數目千千萬萬，大聲地說“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

貴、榮耀和頌讚的”，天底下這些人都在那裏頌讚，這是向著羔羊去的。所以禱告、

讚美、敬拜是可以向著主，不是說只能向著父。雖然有許多的禱告，我們是向父去，

靠著子的名，靠著主的名。 

 

四、主說“我已經勝了這個世界” 

最後一個點，主給我們的應許是說，雖然你們在這世上會有苦難，但是在主裏面一定

會有平安。爲什麽呢？因爲主說“我已經勝了這個世界”，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弟兄姊

妹，世界再猖狂，再逼迫我們，世界再有能力，世界的王再凶暴，但是主“已經勝了

世界”！而且約翰一書裏也告訴我們﹕那在我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使

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在一切的難處裏，在今生

短暫的旅程中，常常舉目望天，讓我們的信心抛錨在那已經坐在高天至大者右

邊、  神寶座上的羔羊，我們知道祂已經爲我們勝了世界，雖然在這世上有苦難，但

在主裏却有平安。這個平安跟前面所說的喜樂，都是世界不能給，也是世界不能奪去

的。真是感謝  神！ 

 

本段總結： 

16 章 12-33 節，提到以下這四件事情： 

一，真理的聖靈來，三件偉大的工作帶下來偉大的祝福； 

二，主快去快回，暫時離別的提醒和鼓勵； 

三，奉主名禱告的寶貴，主給我們的應許必得答應、求必得著。給我們的福分是叫我

們喜樂滿足。別的經文是叫父得榮耀。所以我們禱告得答應，不只是爲了我們的喜樂

滿足，更是叫父因此得榮耀； 

四，雖然在世上有苦難，但是因爲主已經勝了世界，所以我們在主裏會有平安，叫我

們放心，這個平安是主給的，是最深的平安。 



禱告： 

主耶穌，謝謝祢，想到這些話，想到祢臨上十字架之前依依不捨，也放心不下這些心愛的

門徒，因此祢再三叮嚀，仔細地勸勉他們、應許他們、鼓勵他們。主啊！這些話我們讀起

來，心裏覺得何等的甘甜、安慰，真知道祢何等愛世間屬自己的人，而且祢愛他們到底。

主啊！爲著這些話，爲著這些安慰和應許，我們都要感謝祢，知道這些話不只是爲著那些

門徒，也是爲著世世代代的兒女們，今天在我們身上也是何等的真實。主啊，我們求祢，

讓所有所應許的、祢所說的話都成爲我們心裏的力量，成爲我們裏面那世人奪不去的平安

和喜樂。主，謝謝祢，求祢鼓勵弟兄姊妹在祢面前有美好的交通，藉著更多生活的見證和

分享，我們一同來經歷祢。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後記： 

這段聖經裏，有很多的經文跟我們的生活有關， 所以鼓勵小組長們能够多讓弟兄姊妹們

見證的分享，例如在世上有苦難，但在主裏有平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過苦難的經歷，那

麼我們怎麽樣從苦難中走出來，怎麽樣從苦難中得著平安？同樣的我們在一些艱難中，有

時會有暫時的憂傷、難過，但是就好像婦人生完孩子一樣，那個喜樂取代了痛苦，孩子帶

給她的歡樂，讓她忘記了從前所付的代價。我們在主面前所有屬靈的追求、十架的試煉，

很多時候並不覺得舒服，甚至是被  神管教，在其中都不舒服。但是過了以後就爲我們帶

下了喜樂，帶下了平安，也讓我們結出了義的果子，平安的果子就是義，我們都有這樣的

經歷可以跟大家分享。同樣也可以分享我們怎樣靠著主的名，禱告得了答應，叫父的名得

著榮耀﹔也叫我們的心得到喜樂。更何况第一個重點聖靈來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把

真理實現在我們的身上，這都是我們可以分享的。 

 

 

小組討論： 

1、講到“聖靈來把真理實現在我們的身上，把應許實踐在我們的身上”，分享你對聖靈

的經歷和認識？ 
 

2、分享你靠著主的名，禱告得答應的經歷。以及在哪些事上(個人、家庭或教會)，因

著你對  神的認識而有更多出於信心的禱告？ 
 

      3、“在世上有苦難，但在主裏有平安”， 你在難處中或苦難中，是否經歷過在主裏的 

      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