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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群福音堂主日崇拜

聖靈大能的工作

一句說話護教法－第三講


約翰福音 16:12-15



呢本聖經係又真又活

咁值得重視，同埋解
答咗大家對聖經嘅疑
問啦！

上一堂我地講咗點解



今堂，我地會探討
有啲人話聖經好深，睇極都唔
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但係生命
都無乜改變嘅問題

如果大家都想喺真理上扎根，
就要明白聖靈在我們身上大能
的工作啦！



其實今時今日普世教會
以及大多數信徒之所以有軟弱


會有啲人話聖經好深，睇極都唔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


但係生命都無乜改變嘅問題


好大程度上


係因為我地唔懂得倚靠聖靈


同埋忽略咗兩個聖靈大能的工作



喺耶穌受難之後
復活向門徒顯現

升天之前，耶穌向門徒講

聖靈會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領受能力，並且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
我的見證人。



佢差派聖靈來到我們當中

住喺我地嘅心入面

做我地嘅保惠師

用不住嘅嘆息安慰
我地

指教我地



作為聖靈主導嘅教會
我地好清楚聖靈喺我地身
上面嘅工作

例如：講方言嘅恩賜啦

聖靈又會向我地講說話

安慰我地，光照我地

但係好多時我地忽略咗



聖靈來到有一樣好重要的工作

就係聖靈嘅提醒－

佢使我地有知罪嘅心

聖靈住喺我地心裡面

教我們為罪為義為審
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翰福音 16:8

他來了，就要在
罪、在義、在審
判各方面指證世
人的罪。



當我地倚靠聖靈嘅時候
我地有知罪嘅心

我地就有立志為善嘅
心

就會有尋求真理嘅動
力啦！



而耶穌喺上十字架之前

佢親自教導門徒有關另一

個聖靈好重要嘅工作


記載喺約翰福音16:12-15


我地大家一同讀以下聖經



約翰福音 16:12-13
我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
可是你們現在擔當不了；只
等真理的靈來了，他要引導
你們進入一切真理。他不是
憑著自己說話，而是把他聽
見的都說出來，並且要把將
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翰福音 16:14-15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
把從我那裡所領受的告
訴你們。父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所以我說，
他要把從我那裡所領受
的告訴你們。



聖靈另一個好重要嘅工作

就係引導大家明白一切的真理

好多時有啲人話聖經好深，睇
極都唔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但係生命
都無乜改變

好大可能，係我地無倚靠聖靈
幫助我地進入真理裡面



有一個牧者做咗好有趣嘅意見調查

得一題問題

就係問「你覺
得選擇教會最
緊要係咩？」



你覺得選擇教會最緊要係咩？
百分之三十八話最緊要地點交通方便

百分之二十七話最緊要有家嘅感覺，有齊
老中青幼兒服事

百分之二十二教會最緊要莊嚴，地方大，
好似大教堂咁

百分之七話會啲人要好質數、最好有名人，
有明星歌星、大有錢佬

得百分之三話要有聖經嘅真理

至於最後嗰百分之三就係其他，例如多唔
多單身男人，有無好嘅音樂、多唔多活動
諸如此類。



呢個係一個好可悲嘅現象
其實普世教會都有以下問題


就係好多時基督徒返教會


只係為咗人同埋事


返嚟見吓啲朋友


好少真心真意尋求聖經嘅真理


聖靈嘅大能、生命嘅改變



其實作為基督徒
尋求聖經真理、耶穌教導係非
常重要

當你真正進入真理的時候

生命才能夠得以改變

如果無聖靈嘅幫助，係無辦法
明白真理

睇咗聖經都都會唔明，生命唔
會改變



唔知大家有無呢個感覺
我地信咗主

但係好多時我地都喺罪裡面打滾

甚至連保羅喺羅馬書7:18都講

因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

如果我地唔明白真理

就會好似保羅所講

個心想行善，但係就身體軟弱

繼續喺罪裡面打滾

我地一齊讀以下經文



羅馬書7:18-19
我知道在我裡面，就是在我
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
由不得我。

所以我願意行的善，我沒有
去行；我不願意作的惡，我
倒去作了。



當我地蒙恩歸主
應該可以分辨善惡


聖靈俾我地有知罪嘅心


但係點解仍然身體軟弱呢？


點解仍然好似保羅所講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

得我呢？



其實耶穌俾咗答案我地
於是耶穌對信了他的猶太
人說：“你們若持守我的
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了；
你們必定認識真理，真理
必定使你們自由。”＂

約翰福音8:31-32



其實耶穌俾咗答案我地
他們說：“我們是亞伯拉罕
的後裔，從來沒有被誰奴役
過，你怎麼說‘｀你們必得自
由´’＇呢？”＂耶穌說：“我實
實在在告訴你們，凡犯罪的
都是罪的奴隸。

約翰福音8:33-34



呢段經文係耶穌對信咗佢嘅人講嘅

佢話我地持守佢嘅道，就係真正
嘅門徒

我地必定要認識真理

因為真理使我地得自由

耶穌話其實我地都係罪嘅奴隸

而佢最想嘅，就係讓我地藉住聖
靈認識真理

使我地得著真正嘅自由

不再受罪嘅轄制



點解有啲人信主之後咁唔開心？

因為信主之後人有知罪嘅心

但係如果唔明白又無進入聖
經嘅真理

身體軟弱被罪轄制

想改好但係又無能為力

比唔信主，唔知罪更痛苦



咁到底咩叫明白、進入聖經真理呢？

好多時我地睇聖經、靈修聽
講道

甚至乎入相遇營、參加特會

如果我地無真真正正明白而
且進入真理嘅裡面

嗰啲只係頭腦嘅知識



明白並進入真理嘅意思
係當你睇完聖經、聽
完講道

你將所學到嘅真理靠
住聖靈嘅幫助

應用喺你嘅生命入面



舉個例子
耶穌喺聖經講到

要弟兄姊妹寬恕別人

要幾多次啊？

七十個七次

有幾多人真係做到啊？

有無人曾經經歷過人人嘅傷害

到今時今日都仲未放得低？



相信大家都有同我一樣嘅經歷

曾經受過一啲人嘅傷害

雖然個口話寬恕咗

你唔再嬲佢，無再恨佢入骨或
者要殺咗佢

但係個心仲係會有啲耿耿於懷

有啲唔舒服、見到面會面阻阻

呢啲唔係真正嘅赦免



真理我地知唔知啊？
七十個七次，大家都知


但係做唔做得到啊？


老實講，我都唔係好做得到！


大家都係人，有咁既感覺好正常


因為我地其實係唔明白同無進入呢個真

理裡面


只有等真理嘅靈來到


聖靈先會引導我地進入一切真理



咁幾時先至真正明白到進入到真理啊？

記得有一次我禁食禱告

求聖靈引導時

聖靈俾我睇到耶穌喺十
字架上

佢做咗個禱告



路加福音 23:34

耶穌說：“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不知道自己
所作的是甚麼。



當我睇到耶穌被釘嘅畫面
聽到佢赦免嘅禱告

我先真真正正感受到赦免
寬恕嘅真正意義

我先至可以明白點解要赦
免七十個七次

所以聖靈嘅引導非常重要

可以帶我地進入真理



但係唔係每一個人都明白進入到真理㗎！

尋日靈修嘅時候就發生咗一段小插曲

我如常坐喺我飯廳檯上面靈修

見到天心入咗廚房企咗喺入面五分鐘有多

我見有啲奇怪，走入去睇吓佢做咩

發現佢喺度食Kinder出奇蛋

我話：「天心，就嚟食飯啦，做咩食咁多
朱古力？」

天心話：「係姐姐俾我食嘅！」

跟住姐姐走出來，大聲講「天心，食飯啦，
做咩食朱古力？」



當時我聽到，心痛到不得了

天心竟然講大話！

記得一年前兒童崇
拜我教過小朋友一
句金句



箴言12:22

撒謊的嘴唇是耶
和華憎惡的；行
事誠實是他所喜
悅的。





當時天心因為識背呢句金句
我覺得佢好叻，仲週圍同人講


而呢句金句我仲貼咗喺屋企


我抱起天心，同佢講


你記唔記得呢句金句


佢話記得！我話爸爸唔係鬧你


但係我想你知道講大話係唔啱嘅



食朱古力唔係問題
但係講大話就係唔啱啦

當時我要佢再讀一次呢句
金句

承認自己犯錯

不過佢唔肯不特止

仲大聲喊，掙扎離開我嘅
懷抱



當時我個心好痛
不過我忍住唔鬧佢

聖靈俾我睇到唔係每一個人都
明白進入到真理㗎！

唔睇聖經，當然認識唔到真理

就算識背金句

如果無尋求聖靈引導

生命一樣係無改變



所以我地一定要竭力尋求
聖靈引導我地進入真理

咁點樣先至會有聖靈嘅引導
呢？

其實最重要係尋求同埋期待！

而要聖靈喺我地身上動工

我地一定要先預備好自己

我地嚟睇一段經文



提摩太後書 2:20-21

在富貴人的家裡，不但有金器、
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貴
重的，也有卑賤的。

人若自潔，離開卑賤的事，就
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主使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如果要聖靈喺我地身上動工

無論講道嘅、聽道嘅

都要自潔，成為貴重的器
皿

因為人若不自潔

就會排斥聖靈，敵擋真理



好似以賽亞先知所講
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發
沉、眼睛昏迷

聽到真理都不明不白！

所以有啲人會話聖經好深，
睇極都唔明

又或者都睇咗好多，但係
生命都無乜改變嘅問題



咁係唔係個個都要成聖成義

先可以明白真理？

個答案其實唔係

今日在坐，包括你同我

都係罪人，無論大罪小
罪都係罪

耶穌話：



路加福音 5:31-31
“健康的人不需要
醫生，有病的人才
需要。我來不是要
召義人，而是要召
罪人悔改。”＂



今日神唔係要定你同我嘅罪

而係想我地有一個願意
自潔嘅心

接受聖靈大能嘅工作喺
我地身上動工！

因為約翰一書係咁講嘅



約翰一書 1:8-9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就是自
欺，真理就不在我們裡面了。

我們若承認自己的罪，　神是
信實的、公義的，必定赦免我
們的罪，潔淨我們脫離一切不
義。



弟兄姊妹啊！
真理使我地得自由


如果大家都想喺真理上扎根


就要尋求聖靈在我地身上大能嘅

工作


如果你唔想睇聖經，睇極都唔明


又或者想生命得著真正嘅改變



我地要記得
聖靈住喺我地心裡面

教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
己責備自己

我地要自潔，離開卑賤的
事，成為貴重的器皿

尋求真理的靈引導我地進入
一切真理



我地一同禱告！
求主旨意成就

賜真理的靈來到

讓我們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
備自己

教我們自潔，脫離卑賤賤的事，
成為貴重的器皿

使我們明白並進入真理當中

得著真正的自由！



立定心志

不要讓世界奪去我的心


不要讓環境矇蔽我的眼


不要讓謊言使我耳發沉


不要讓困難攔阻我前行



立定心志

我要選擇主的道路


放下為自己憂傷的權利


我要宣告主的大能


來呼喊哈利路亞



立定心志

我立定心志，一生讚美你


我立定心志，單單敬拜你


願聖靈江河，湧流在我心


我立定心志


走在主聖潔光中



小組討論

你有無像保羅所講一樣？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
來卻由不得我呢？」

討論一下你一個身體軟弱
的例子。



小組討論
耶穌給我們一條新命
令，就是要我們彼此
相愛，你明白嗎？但
你做得到嗎？請和你
的組員討論一下！



小組討論

你覺得聖靈有在你
身上動工嗎？動了
甚麼樣的工呢？請
與你組員分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