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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1_圣灵 – 神的家庭 

2019年 8月 11日 
 
圣灵：神授权的同在（第一部分） 

神的家庭：拯救神所爱的孩子们的那灵 
 
欢迎！我叫马太··· 

第一次来了解基督信仰？欢迎！ 

感谢 Janet 上周给我们讲道！ 

欢迎约克逊聚会点的弟兄姊妹来我们中间！ 
 
我们正在进行的主题：“一群按照耶稣的生命作门徒的人” 
 
今天开始：三周的“圣灵”系列 
 
祷告 
 
圣什么？ 

我们知道圣父和圣子 – 但是谁是第三个？ 

U2 乐队成员：Bono – Edge – 还有谁？ 

滚石乐队成员：Mick Jagger – Keith Richards – 还有谁？ 

警察乐队成员：Sting – 还有谁？ 

Led Zeppelin 乐队成员：Jimmy Page, Robert Plant，还有谁？ 

我们要说到一些乐队 – 比如甲壳虫 – 我们可以说 John, Paul, George 和 Ringo。 
 
至于圣灵，我们会说：“我知道有你···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真正认识你。” 
 
圣灵 – 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 
 
圣灵就是神，而且是一个大能的存在 -  

祂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能力”. 

祂不是《星球大战》里的那个“力量”！ 

听听耶稣提到圣灵的时候用的是“祂”： 
 
《约翰福音》十六章 7-15 节 

7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
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8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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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12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不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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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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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要将受於我的告诉你们。 
15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受於我的告诉你们。 
 

我最喜欢的定义就是：圣灵是神授权的同在 
 
今天的经文： 

以西结 – 一个先知 – 因为百姓自己的不顺服而变得像满满一个山谷的枯骨，先知看到神要

在这样如同枯骨的百姓中做什么。 
 
读经 - 《以西结书》卅七长 1-14 节 

1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藉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
平原遍满骸骨。 
2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乾。 
3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麽？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 
4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乾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5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6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
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7於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 
8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 
9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
（原文是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10於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11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乾了，我们的
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 
12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
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13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14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
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些枯骨可能活过来吗？  

这个问题是重生（复活）的核心问题。 

这些枯骨可能活过来吗？  

你可能活过来吗？ 

我们陷入了罪的循环，我们被忧虑所吞噬，我们信仰枯竭，我们在生活中毫无祷告，我们

陷入了对什么东西上瘾，我们对未来恐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孤独，当谈到未来的时

候，我们很迷茫，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分心···而且我们活在对于我们是被神所爱

的这一点持续性地、灾难性地遗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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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活过来吗？ 

这些枯骨可能活过来吗？  
 
圣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希望？ 

圣灵可以吹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被更新吗？ 

让我们深入经文···让我们一起探索有关圣灵的应许。 
 
Gordon Fee 所说的神圣的同在 

伊甸园 - 人与神同行 – 在祂的同在中。 

堕落 – 罪拦阻了神的同在。 

以色列民渴慕神与他们同在的恩赐。（《诗篇》八十四篇 1-2 节） 

燃烧的荆棘（《出埃及记》三章） 

充满会幕和圣殿的耶和华的荣光（《出埃及记》四十章、《列王记上》八章 11 节）- 希

伯来文“居所” – 神的同在 – 光的形象！ 

以迦博 – 《以西结书》十章 – 主的荣耀离开圣殿了。以色列民进入流亡。 

神应许要回来 – 《以西结书》卅七章 27 节、《以赛亚书》二章 2-3 节 

犹太人的盼望 – 这就是神圣的同在要回来了。 

耶稣 – 神是如何选择回到祂百姓中的方式 – 那灵运行在玛利亚身上（《创世记》一章），

在约旦河，那灵降在耶稣身上。祂就是行走的会幕 - 充满神的荣光。神与我们同在。 
 
回到伊甸园 – 当你与耶稣亲近的时候，你就是在亲近神（医治、慈爱、怜悯、新生命）。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 《约翰福音》十六章 

神的荣光降下 – 不是在一座建筑物上 – 而是在一群人上 - 《使徒行传》二章 

教会就是神的活的圣殿！ 

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哥林多前书》六章 9 节）和所有基督徒联合起来的整体（《哥林

多前书》三章 16 节、《哥林多后书》六章 16 节） 

神已经回来了！ 

那灵就是“应许要回来的神在祂百姓中的亲自同在。” 

Gordon Fee 说 

“对于保罗来讲，那灵的浇灌就意味着神已经兑现了祂的应许，再一次住在祂的百姓里面
也住在祂的百姓之中。” 
 
那灵就是神将来会在这里的记号！ 
 
图片：如果你看到一个飞行的滑板，你会想什么？ 

你会想：未来就在这里！ 

在《回到未来 2》（1989 年上映···那时我 9 岁···自己做算数）Marty McFly 在

滑悬浮滑板。 

《回到未来》预测将来会有飞行的滑板。 

30 年了···但是我还是相信。你们中还有多少人相信？ 
 
在圣灵里，未来的生活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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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灵就是神的未来在这里的记号。关于将来的每一件好的、真实的、美好的事都被那灵浇

灌在现在了。（《以佛所书》二章 22 节） 
 
末世论 

已经发生了/尚未发生 

未来就在这里！新的创造就在这里！ 

未来闯入了现在。 
 
阿爸 – 神的孩子 

那么 –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工作，让我们今天可以尝到未来的盼望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工作，让我们可以尝到回到伊甸园的滋味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工作，让枯骨复活呢？ 

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工作，让我们可以尝到神那美好的未来闯入到我们的现在呢？ 
 
听听《罗马书》八章是怎么说的： 

《罗马书》八章 14-15 节 

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15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
爸！父！ 
 
亚兰文：阿爸 – 父亲（艾妈 – 母亲） 

亚兰文表达对父亲和母亲爱的称呼。 

保罗是说这些称谓对于神来讲是成熟的记号 - 我们不会超越这些称谓或与神的关系！！ 

《罗马书》五章 5 节 

5 盼望不至於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这种当初在伊甸园与神之间所存在的亲密已经失去了 - 但是靠着那灵，我们再次与神同行 

– 像祂的孩子一样。 

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爱的孩子们！ 
 
猫在摇篮里 – 我们希望爸爸能回家···能靠近我们。 

我们总是希望离我们的爸爸近点儿。 

即使我们地上的爸爸是我们天上爸爸的一个不是很好的影儿，你不觉得有趣吗？我们心中

就是有这样一种愿意亲近他的原型？ 
 
为什么我们不都接受，并且假定爸爸们欺骗了，爸爸们离开了，爸爸们是工作狂，爸爸们

把他们自己的兴趣爱好摆在孩子之上？ 

为什么那样假设？ 

然而 – 我们似乎有一个好父亲该是什么样的原型！ 

当我打这句话的时候 - 我的孩子们正在比赛跑步，看谁最快。 

当我的孩子们真的说 – “爸爸，来，跑步！看看你有多快？”的时候，我正在打那句话说

爸爸们把工作或自己的兴趣爱好放在孩子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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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仿佛在说 – 我正在想事儿的中间···让爸爸把他的事儿想完。 

不！我去跑。 
 
《哥林多后书》一章 21-22 节 

21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 
22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原文是质）。 
 
神用祂的印章盖了我们！（一个印章/戳记表明羊皮纸是真的，印章就是所有权的一个记

号）。 

神将祂的押金放在我们心里。那灵就是神对于将要发生的事的保证！ 
 
我们的盼望：神以祂授权的同在闯入我们的生命 

在当前这个世代，我们曾经为奴··· 
 
牛津字典对为奴的定义像这样： 

奴隶：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合法产业，并且被迫去服从他。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奴隶···你就被别人所拥有，并且被迫服从他们。 
 
听听 IJM（国际正义使命团）对现代被迫奴工的描述吧··· 
 
“诱骗劳工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虚假债务。奴隶主通过为劳力支付一笔小额预付款
来诱使穷人进入奴隶制。然后，奴隶主通过高昂的利息费用夸大欠下的债务，确保奴隶不
可能偿还债务，不向受害者支付承诺的工资，并禁止他或她在其他地方工作。这些虚假债
务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已经确定了整个家庭（从祖父母到父母再到孩子）在
接受低至 20 美金的预付款后被迫工作多年。” 
 
那就是奴隶制的样子。 

圣经宣告我们有个仇敌。 

一个奴隶主···牠被称为控告者，又被称为盗贼。 

这就是牠作工的方式 – 通过虚假债务。 

牠给我们一笔小额预付款来买我们的劳力 

这就是那看起来的样子： 

如果你就看一看色情音像，你就会感觉好受点儿。 

如果你就喝一点酒，你就会感觉好受点儿。 

···如果你就梦想一下复仇。 

···如果你就舔舐一下伤口。 

···如果你就给前女友发个短信。 

···如果你下班后就和她出去逛逛··· 

···如果你把工资支票兑了现，然后再去赌场试一次··· 

如果你承认神不真实，你会感觉好受点儿··· 

如果你退出，你会感觉好受点儿。无论是什么···就退了。那会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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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发出那个邮件，或用电话打扰他···你会感觉好受点儿。 

如果你先把账记在信用卡上 – 过后再还，你会感觉太棒了。 

当你探索恨恶自己的感觉时···你会感觉好受一点儿。 
 
然后，仇敌就说： 

你永远也还不清。 

你永远也还不清。 

我要把你在你的欠款下面压碎。 

你要做我的奴隶。 

而且，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你的家族要永远因为我付给你的那一点儿预付款而受影响。 

你的子子孙孙要因为你的错误而忍受耻辱和锁链。 

我拥有你··· 
 
但是，弟兄姊妹···圣灵在这里。 

祂就是带着神的荣光降在祂百姓身上的那一位。 

当圣灵来到，黑暗不能继续在那里。 

靠着耶稣的宝血和空坟墓，仇敌被打败了。 

圣灵浇灌你、充满你，并以祂授权的同在闯入你的生命。圣灵对你宣告主权，你不再是奴

隶了。 

圣灵对你宣告主权，你是神的孩子了。 

神的未来闯入了你的现在。 
  
存在盼望！我们的债务已经被还清了。 

谁能向我们魂的仇敌为我们还清债务呢？ 

只有耶稣，那完美的一位，祂自己不欠任何债务，才可以还这笔债。 

而且因此···在罗马的十字架上，祂的手、脚和肋旁被扎伤。 

当血留出的时候，罪的债务就被还清了。 

祂将祂的生命为我们舍了 – 这个世界从不知道的最伟大的交换。 

用祂的生命换我们的生命。 

然后，在主日的早上，祂从死里复活。 

那就意味着战胜了死亡。 

死亡就是我们魂的仇敌拘禁我们继续为奴的最后一个工具。 

但是现在，死亡被征服了！生命有可能了，丰富的、自由的、永恒的生命有可能了！！ 

所以··· 

圣灵的工作就是让奴隶得自由··· 
 
《罗马书》八章 11 节 

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

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诗歌《不再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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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分开海水，我才能从中经过 

我的恐惧湮没在完备的爱中 

你拯救我，我才能站在这里歌唱 

我是个神的孩子。” 
 
讲故事：2018 年 4 月，我儿子 Micah 差点淹死在棕榈泉的游泳池 
 
“主，感谢你在棕榈泉的游泳池当 Micah 沉入水里的时候救了他。感谢你用 Jaret 把他提

起来。感谢你让空气进到他的肺里。感谢你他还和我们在一起。感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西番雅书》 – 流放之后 – 神要把祂的百姓再次聚集起来。 
 
《西番雅书》三章 14-17 节 

14锡安的民哪，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满心欢喜快
乐！ 
15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
惧怕灾祸。 
16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哪；不要手软！ 
17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
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已经借着圣灵将祂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罗马书》五章 5 节 

5 盼望不至於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是一个舍己的神！ 

祂给出，给出，还是给出。 
 
埃及的故事（2014 年）： “那是我儿子！” 

Kevin Klassen 给我一句话。 

耶稣坐在后排，发光，指着我。 

祂说：“那是我儿子！” 

这改变了我对于神如何看我的想法。 
 
属圣灵的人是一群与这个世界的系统与权势迥异的人。 

想象一下所有人都活出他们真实的身份！ 

被我们的天父深深地爱着会改变一个城市！！ 
 
祷告时间 -  

你被呼召来放下的一个标签、一个名字、一个身份。 

作为神的孩子，接受你的新身份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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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枯骨可能活过来吗？  

这个问题是重生（复活）的核心问题。 

相信那灵 - 跪下、举起手、来到神面前。 

对非基督徒说句话：举起手和眼泪（就像滚石音乐会和足球比赛） 
 
你可以为圣灵那授权的同在充满你而祷告吗？ 
 
《路加福音》十一章 9-13 节 

9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10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1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12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麽？ 
 
 
祝福 

《哥林多后书》二章 14 节 

14 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

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