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09/02/2012 
題目：心如止水 
經文：約翰福音 14:15—17﹔25-27 
主旨： 因為神賜下一位保惠師，這樣他兒女的心便可以不被周圍的事攪擾  
 
引言： 
     當我們在神學院上課的時候，講道的老師總會提醒我們：這一個的講道者

千萬不要讓你的衣著，你的儀表，分散了弟兄姊妹對神敬拜的心。前兩天我在孩

子的博客上看到他回憶他小的時候，特別是從中學開始，從小就是他二哥替他理

髮，他從來沒有上過理髮店，然后當他自己到了高中之后，他就替他自己理髮，

也替別人理髮，一直到大學的幾年，一直替周圍的人，所以人都對他說：你要收

一點錢，他說：不能收錢，他就是替人理髮。我看了這一段的博客之后，心裡有

很多的感觸，很多的想法，他們小的時候，他們學理髮，剪頭髮。那我還記得有

一次是禮拜六的傍晚，我的老二剛剛學理髮，他就問我：他能不能替我剪一次，

我說：當然沒問題。然后在禮拜六傍晚的時候，我發現我們要到處找人補救，理

髮店都關了，坐在對面的理髮師那一天正好不在家，那只好帶著孩子的記號，第

二天繼續講道。那前天看了他的博客，我想我的頭髮也可以修理一下了，那蠻簡

單的，我發現在他們的抽屜裡留下了一個理髮用的剃刀，然后我就把它打開，那

一推就發現那樣東西我們沒有用對，但是太晚了。但是今天是在乎你坐在那一

邊，你沒有看見的話，就算了，也不用去找，今天他的頭髮有哪些不對，我們沒

有告訴你，你大概會看見我有一點的差異，你沒有看見得話，也不用刻意的去尋

找，然后上面的那一個燈呢，不要照著我的頭好嗎？ 
 
   當我們在生命裡經過在過度的時期，在轉折點的時候，我們的心會被攪擾，

還有兩個多月就是這個國家每四年一次的總統競選，我想我們已經聽了許許多多

的演講，未來的一個禮拜又要聽到更多的演講，然后在我們的電視，在我們的網

頁上不停地看到這些競選的廣告，如果你仔細分析一下這些不同的廣告，不同的

演說的話，不是單單未來那個遠景是什麼樣的？更多的是，在投票人的心裡留下

那一個的恐懼，就是說你投了某某人的一票的話，這一個國家的將來可能有不好

的發展，一個的前途。這種的恐懼可能會令我們心神不安，我們會想在十一月我

會投誰的一票呢？萬一我投錯了一票又會怎麼樣呢？投錯了就不能改了。往往我

們會開玩笑的說：如果你是在美國的話，你發現你投錯的話，你就忍耐一下，最

多忍耐四年，再不行的話，你就忍耐八年就行了。那是我們心裡會有一些的不安，

但是其他的處景也會導致我們的內心的不安。譬如說你的孩子第一次上托兒所或

幼稚園，或者你將你第一次帶大的孩子送上大學，這些都是生命的過渡，轉折點，

在生命裡任何的時候有任何的變動，有一些我們不能控制的處境的時候，裡面會

滿了負擔，滿了焦急，甚至會有了恐懼。就像我最近學了一句話：心裡有十五個

吊桶，七上八下，那令到你心裡面的不安，跟這一個心如止水正好是相反地。 
 
在三個禮拜前，當我們在研讀《約翰福音》第 14 章的時候，我們讀到耶穌就要

離開門徒了，他在世上的 33 年的生活，就要來到了一個結束，在那一個的時候，

門徒感覺到憂愁，感覺到憂傷，在那個時候他們的心被攪擾了，然后在內心也有

一些的恐懼。如上一次我們所說的，他們跟耶穌跟了三年，他今后會怎麼樣呢？

耶穌在世上所教導的天國的福音，那耶穌走了之后，那又會怎麼樣呢？ 



 
今天早上讓我們看第 14 章，也看了第 16 章，看看耶穌在那裡怎麼樣安慰，鼓勵

那些心靈被攪擾的人，那些心靈裡面有懼怕的人？ 
 

I. 神賜給他兒女一位像耶穌一樣的保惠師 
 
    當我們仔細的看《約翰福音》第 14 章，第 15 章，第 16 章的時候，我們會

發現耶穌進入很多的細節來告訴門徒們當他走了之后，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當他

這樣向門徒解釋的時候，這樣就可以減輕他們的憂慮，減少他們的恐懼。14 章

的 16 和 17 節，耶穌說：“我要請求父，他就會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使他跟

你們在一起，這位保惠師是真理的靈，，使人看不見他，但你們能看見他，因為

他跟你們住在一起，他就住在你們裡面。”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我想跟弟兄姐

妹分享兩個的觀察： 
 
    首先耶穌說：當祂離開了之后，祂會請求父差遣另一位保惠師，這個保惠師

也被翻譯成那一個安慰者，這一位幫助者，所以這幾個都是相互通用的名詞，這

一個安慰的，保護的，這一位的保惠者。這裡說要差例外的一位保惠師，不是說

那個保惠師會很像我，乃是指著祂跟我是完全一樣的。就如我問你借了你的照相

機， Nikon 50D, 50mm 的鏡頭，幾天之后用完之后我還給你的時候，你一定期

望我還給你同樣的 Nikon 50D, 50mm 相機。這裡說的要差另外的一個保惠者，安

慰者幫助者，祂也是說跟我一模一樣的，不多不少。 
 
     當耶穌和門徒在一起的時候，當他們害怕的時候，祂安慰他們，祂會告訴

他們說不要怕，是我。祂也會邀請那些勞苦擔重擔的人來到祂這邊，祂會給他們

休息。祂透過喂飽五千人，祂透過醫治他們的疾病，祂表示他對他們身體福利的

那一個關照。當他們為著前途方向感到困擾的時候，耶穌說：“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人不在黑暗裡走，要在光明裡走。”那現在祂要走了，這一位祂要差來

的，這一位的聖靈，祂就是像耶穌一樣的，不多不少，完全一樣的。祂要與門徒

在一起，不但如此，祂也住在門徒的心裡面。 
 
     當我們感覺困擾的時候，在那些我們不能控制事情的時候，最破壞性的思

想就是我一個人，我是孤單的。那接著下來的就是自己可憐自己，我真的糟糕，

有我一個人在這樣的裡面。然后我們會很快的做一種的結論，沒有人關心我。這

些都是我們在困境裡，很平常很普通的感受。但是，這樣的感覺往往也能帶領我

們，導致我們從一個的群體裡面被孤獨出來。因為我覺得沒有人關心我，那我為

何還要在這個社團裡面呢。但是，對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那些跟隨耶穌的人要

記得，當我們一個人在家裡面照顧那個生病的孩子，當我們一個要照顧身邊的那

個配偶，當我們一個人在醫院裡面臨死亡的時候，我們不是一個人，我們不是孤

單的。當我們面對一個新的墳墓的時候，我們要記住我們不是孤獨孤單的，我們

不是一個人。當我們不感覺基督在我們的身邊，就像我現在的處境，沒有人在我

身邊，沒有人了解，只有我一個人。那時候你要緊緊的記住，不是你一個人，因

為這一位的安慰者，這一位的保惠師，這一位幫助者，祂就是在我們的身邊，祂

也住在我們的裡面。 
 



   在這兩節經文裡的第二個的觀察，是天父會差另外的保惠師，這一個的保惠

師，這一位的安慰者，這一位的幫助者是從父神那裡來的。在這段經文裡面，特

別是在 20 節，“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是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

裡面”，就是講到耶穌和天父的那一個的合一，那一個的一致。這裡也看到的，

講到父，也講到子。既然聖靈要來的話，就包括聖靈，這三位是一致，是一體，

是分不開的。他們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你不能把他們分開，你不能把子從父那裡

分開，也不能把靈從父那裡分開。我想在我的服侍裡面，也遇到一些的，好幾個

都是弟兄，他們在禱告的時候，說我可以向創造天地的神禱告，我可以向那一個

全能的神禱告，我甚至也可以向耶穌禱告，但我沒有辦法稱那位創造者為天父。

他說我的禱告不能稱天上的父親，不能夠。原因是他們在家裡面，和地上的父親

的關系不健康，不正常和那種的惡劣，以致他們無法稱上帝作他們的天父。如果

我們對聖經的話語了解清楚的話，是不可能，不應該的事情。你對著耶穌禱告的

話，你就是在對著天父禱告﹔你對著創造天地的神禱告，你就是在對著天上的父

親，你不能夠分開的。這一個的安慰者，這一個的保惠師，祂會經常與我們在一

起，祂就住在我們的裡面。同時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也看見，祂的那一個安慰，

祂的那一個幫助，也是透過耶穌基督的教導。 
 

II. 神賜給他兒女的保惠師是真理的靈 
 
   在剛才看的 17 節，這裡講到這個保慰師就是真理的靈，在 25 和 26 節，我還

跟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就跟你們講了這些事，但保衛師就是父因我的靈要差來的

聖靈，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一切的話。當耶

穌離開了他的門徒之后，這一個保惠師，這一位幫助者，這一位安慰者，這位真

理的靈就要來了，他來要做幾件的事情。 
 

1. 明白真理 
  首先，祂要幫門徒明白耶穌所教導的一切。當我們看福音書的時候，包括《約

翰福音》，也包括《馬可福音》，你看見對門徒的描寫都是負面的。就是耶穌將來

很多的東西，他們都不明白。因為不明白，所以他們有一些很奇怪的回應，問了

一些很特別的問題，反映出他們自己沒有聽明白耶穌講的。但是，耶穌在這裡說，

當這個安慰者，當這個幫助者，當這個真理的靈來的時候，祂要幫助你們明白我

所教導你們的。 
 

2. 記住真理 
  第二，這一個保惠師，這一個幫助者，這個真理的靈，這個聖靈，也要幫助門

徒想起我對你們所說過的話。他不單要幫助他們明白，也要讓他們想起。因為在

地上三年的時候，那三年公開的服事，耶穌教了門徒許許多多的真理，門徒沒有

辦法完全記住。所以耶穌說我走了之后，真理的靈要來了，祂幫助你們想起我對

你們所說的一切。 
 

3. 真理的記錄 
  還有一個功能，是在 16 章 12 到 13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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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他不是憑

著自己說話，而是把他聽見的都說出來，並且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耶穌在這



裡是說，這個真理的靈來的時候，把你們帶進到真理裡面，就是我所教導你們的

一切。這裡不是說他來了，就會給你新的東西，一些你們從來沒有聽過的，我從

來沒有講過的，然后這個聖靈要來告訴你，不是這個意思。乃是，祂要來，把門

徒們帶進到耶穌已經講的真理裡面，但是會更加深入的，近一層的進去，幫助門

徒們明白了解。 
 
   然后耶穌離開了，真理的靈來就幫助門徒們能夠想起耶穌的教導，並且也能

夠了明白耶穌的教導，並且把它們帶到更深的一層去了解耶穌所講的。然后門徒

在聖靈的帶領之下，他們記住了，明白了，又被帶入了一個新的一層的了解，他

們就把他們寫下來，這就成為我們新約聖經書本的那一卷，就是這樣的寫出來

的。耶穌在世的時候，他說：我們要彼此相愛，但是他沒有給我們很多的細節，

彼此相愛就等於 1•••2•••3•••4••••  但是祂給我們洗腳的榜樣，但是當我們讀

書信的時候，保羅的書信，彼得的書信的時候，我們看見更深一層的了解，彼此

的相愛包括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納，彼此的教導，彼此的禱告。如果你仔細的

在看新約書信的時候，你發現你不能離開，也沒有離開耶穌在世的時候的教導，

所以真理的靈來了就是要幫助門徒們更深一步的了解，記住耶穌一切的教導。 
 
   這一位保惠師，這一位安慰者，這一位幫助者，這一位真理的靈，今日一樣

的在那裡幫助我們，能夠想起我們所讀的話語，幫助我們明白他說的話語。每一

次當我在准備講道的時候，我遇到的一些的經文就像看起來非常的簡單的話語，

我都發現我都不能明白，每一次的講道都求神在那裡幫助我，使我能夠明白聖靈

在這一段話裡面說話的意思是什麼。我們靈修的時候，我們查經的時候，也都是

要帶著這個心，求聖靈能幫助我們能夠明白這句的話語。也有些時候，當我面對

一些人的時候，我不知道我該用什麼樣的話來安慰他，來幫助他，很多時候，在

那個時候我都會想起我所讀的一段的經文，聖靈讓我用這段經文幫助他。但是在

這裡我們要注意的，不錯，聖靈會要你們想起你讀的經文，關鍵是你要讀呀，如

果你從來你不讀聖經的時候，你到了一個困境然后說：聖靈啊，求你讓我想起你

的話，然后聖靈會說你從來都沒有讀過我的話，我怎麼要你想起來呢？雖然你讀

了，但你沒有辦法記住的時候，就算你年輕的時候，你讀了許多經文，慢慢地你

都忘記了，但是在那種的時刻，聖靈會幫助你想起你以前所讀的經文，關鍵是要

你讀呀，你不讀如何的想起呢？ 
 

4. 使人認罪 
 
   然后我們再來看聖靈的另一個功能，在 16 章的第 8 節，祂來了是要在罪，在

義，在審判，這方面指正世人的罪。這個意思乃是說這一位的幫助者，這一位的

真理的靈來了就是讓我們看見自己在神面前的罪，好叫我們在他面前悔改。當我

們過去的幾個月，在讀《約翰福音》的時候，你會發現帶給我們是那種的安慰的

信息，祂將神的真理，神的恩惠滿滿的彰顯給世人看見，我們聽到了祂是我們生

命裡那一位最偉大的牧人，我們也聽見了祂來是要給我們生命，豐盛的生命，都

是為了我們的好處，祂是那生命的糧，祂在那裡供應我們。但是我們往往在這樣

一種的學習的當中，我們會忽略自己的罪，所以聖靈來了，是要我們能夠看見自

己的罪，在什麼地方我們得罪了祂，在什麼的時候，我們說了我們不該說的話，

做了不該做的事，有沒有做那該做的，說了該說的。這是要聖靈來告訴我們，在



我們的心理面拉著那條線讓我們感覺到不安，很多的時候，心靈裡的不安是因為

我們犯的罪沒有向神承認，也沒有在那裡求神饒恕。有時候當我們在聽道的時

候，當我們在靈修的時候，在查經的時候，我們從神的話語中感受到我們犯了罪，

這就是聖靈的工作，聖靈經常的提醒你我，像你指出我們的罪，但是你我要在那

裡回應，要悔改。 
 

III. 神賜給他兒女的保惠師能帶來超越環境的平安。 
 

   在第 13 章 14 章，16 章，從我們剛才所讀的經文，我們都重復的看見幾個字

的出現，難過，憂愁，然后懼怕，然后耶穌在那裡說你們心裡面不要難過，不要

憂愁，不要懼怕，不要讓你的心被攪擾了，不要讓你的心被那些你不能控制的事

情所攪擾了，那些你沒有辦法處理的東西攪擾了，原因在在哪裡呢？就在 14 章

27 節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自己的平安給你們，我給你的不想世界所給，你

們心裡面不要難過，也不要恐懼。耶穌就是說當我離開你們的時候我把我的平安

留給你們，然后耶穌馬上說了，我的這個平安和世界的平安是不一樣的，世界的

平安是什麼？就是沒有任何的戰爭，沒有任何的紛爭，沒有任何的危機，一切都

順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那個時候我就有平安了是不是，一切都按我的意

思那就天下太平了。但是耶穌在這裡說的，我給的平安不是這樣的平安啊。 如
果是那個平安，你找個世外桃源就好了。但是我給的不是這樣的。因為耶穌的大

前提就是在世界上我們都有苦難，一個人要面對生命的危機，一個人要面對生命

的死亡，我們一個人要面對那一種的新的墳墓，但是在這一種的時刻的時候，耶

穌說我會把那一種的平安給你，我的那一個平安是超越過世界的處境，你不能夠

控制的，這一種的平安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第 4 章第 6、7 節說：“應該毫

無憂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恩的心，把你們所要的告訴神。這樣神

所賜超過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耶穌基督裡，保守你們的心思意念。”你有沒有

看見這兩句話跟耶穌教導的關系，是耶穌在那裡跟他們說你們不要憂愁，我將我

的平安給你們，然后保羅多年之后，在書信裡面，受著聖靈的感動，他將這個觀

念又再一次的把它闊大，這就是在一切的困境中能夠有的那一種的平安。 
 
   有一個 43 歲的生意人，他的名字叫 Horatio Spafford，他在芝加哥 1871 年大

火的時候，受到莫大的經濟損失，然后在芝加哥大火之前，他和太太又經歷到兒

子死亡的那個憂傷難過，經過這個大火之后，他就決定他的一家需要休息，去度

假，然后他就選擇了英國，然后他就將他的太太和四個女兒先去，他在幾天之后，

他坐另一個船在那邊見面。 
 
   當他的太太和女兒上了那艘船在大西洋被另一個船碰到了，12 分鐘之內船就

沉了，226 個生命就喪掉了，包括了他的四個女兒，當這些的生存者被帶到威爾

斯那一個城市的時候，他的太太發了一個電報，簡單的說：唯獨我得救。（safe 
alone）然后他馬上就買了下一個船的船票，去威爾斯，當他的船經過沉船的地

方，船長就像他指出這個地方就是前幾天那個船沉下去的地方，當天的晚上，他

在他的房間拿起筆來寫下幾個字: “有時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穩，有時悲傷來似浪

滾，  不論何環境，主已教導我說：「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副：我心靈得

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2.撒旦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我有主保證在我

心，  基督深知我無依靠之苦境，甘流血救贖我賜安寧。  然后在副歌我心靈得



安寧，得安寧。”這就是耶穌說的我將我的平安留給你，耶穌給你的那一個平安

不是世界的那一個平安，而是超越人一切處境的那一個的平安。 
 
結語 
 
    在我們的生命總是會遇到我們不能控制的事情，當你年紀慢慢大的時候，當

你要退休的時候，你看到的一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當醫生告訴你身體狀況的時

候，又是一個你不能控制的，包括了我們還年輕的時候，我們的孩子第一次上托

兒所，第一次上幼稚園，第一次離開家上大學，家庭裡面和工作地方的危機，健

康狀況的改變，面對生命裡的轉折點，帶給我們許許多多的壓力，帶給我們的心

很多的攪擾。 
 
   如果你今天聽到一個消息，耶穌在耶路撒冷，我想你我馬上就會上網，去訂

最早到耶路撒冷的飛機票，訂最好的旅館，你想去跟祂見一下面。但當你上網的

時候，你的前面已經有很多的人了，可能你要等到一倆年之後才能買到那張飛機

票，才能買到訂那個旅館的房間。你去了之后，你就想見見他，你見了祂你要說

什麼，你要想一想，你大概你會告訴他你生命裡的遭遇，你會告訴他你的轉捩點，

我一個人在醫院裡面照顧我的那個孩子，我一個人在面對生命的轉捩點，感覺到

好孤單，感覺到心裡好亂呀。 我們想聽祂說安慰的話。 
 
     但是，祂在這裡已經告訴我們他其實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跟我們說了，他

說當我離開你們的時候，我要差另外的一位保惠師來保護你們，祂跟我是完全一

模一樣的，祂要來，祂要住在你們的裡面，這一個的保惠師就是那一位聖靈，那

一個的安慰者，那一個幫助者，而且祂會經常在那裡提醒我，提醒你不要讓你們

的心讓這些事情攪亂，因為我與你同在，我在你的旁邊，所以我們不需要憂愁，

不需要恐懼，因為祂就在我們的旁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