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聖靈澆灌看神國公義的彰顯

 

5月24日大法官釋憲判決出爐後，許多人認為

大法官以憲法賦予人民婚姻自由和平等權

為理由，宣判民法違憲是不公義的判決，違反

了多數人民對婚姻的認知，也違反了原先制定

憲法和民法時，對婚姻的認定。由於釋憲判決

後，適逢猶太曆的五旬節(5/31)和教會的聖靈

降臨節(6/4)。主感動我深入默想《賽三二15-

16》的經文：「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

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那時，公平要居

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希望透過這篇文

章，幫助我們進一步探討釋憲判決後，所引發

出來的三個信仰問題：(1)神如何看公義，聖

經如何說？(2)聖靈的澆灌跟神的公義有何關聯

性？(3)復興發生時，神的公義會如何彰顯？

首先，我們要了解《賽三二15-16》的上下

文，上文提到以色列人因悖離神，社會充滿許

多不公不義的事，神預告以色列人所誇口的肥

沃農田必變為曠野，茂盛的樹林必看如荒原。

等到聖靈澆灌下來，曠野才會恢復為肥沃的農

田，荒原才會再次長出茂盛的樹林，這時神的

公義會居住在以色列人所住之地。所以我們可

以說，聖靈澆灌下來時所引爆的復興，使神國

的公義得以彰顯出來。

其次，我們要明白何謂神的公義？公義的標準

是什麼？《詩一一九40》告訴我們：「我羨慕

祢的訓詞，求祢使我在祢的公義上生活！」神

的訓詞就是神的公義，神的公義是以神的話語

為依歸。舊約的十誡和新約的登山寶訓都是神

公義的標準。所以行公義是「行耶和華眼中看

為正的事」和「遵行天父的旨意」。從這個角

度對照釋憲案，大法官認為婚姻是與時俱進的

說法(以前是一男一女，現在時代進步了，兩男

兩女也可以)，就知道地上大法官的解釋，違反

了天上大法官對婚姻的定義，沒有行神眼中看

為正的事，是不符合神國公義的判決。

身為天上國民和地上公民的我們，應如何面對

這樣的判決，難過？不滿？憤怒？哭泣？主對

◆謝宏忠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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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難過只要一天就好，起來呼求聖靈澆

灌，神國公義才會彰顯出來。」是的，我們要

將心中的不滿和難過，化為懇切的禱告。如同

雅各在雅博渡口與神摔跤，奮力抓住神，說：

「祢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祢去。」同樣的，

神若不給台灣祝福，我們的呼求就不停止，直

等到聖靈澆灌下來，神的國和神的義臨到台灣

全地。神也在6/2、6/3透過歷年最強梅雨，瞬

間傾倒豪大雨在台灣，讓我們明白什麼是「澆

灌」，但聖靈的澆灌不會帶來毀壞性的災害，

而是帶來建設性的拯救！

聖靈澆灌下來會點燃三把火，作成三種工作，

顯出神國的公義。

第一把火：基督在生命中作王

使徒彼得經歷聖靈澆灌，大聲宣告被釘十字

架的耶穌，神已立祂為主，為基督了。祂被高

舉在神的右邊，將神所應許的聖靈澆灌下來。

(徒二33，35)所以聖靈的澆灌證實基督已作王

掌權，祂要以神的公義治理全地。一個經歷聖

靈澆灌的聖徒，必然是讓基督作主的生命。問

題是，我們如何查驗基督真的在我們生命中作

王？從《賽三二1-5》的彌賽亞預言可知，基督

作王時，人的生命會有兩種改變：

1.恢復正常感官

「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聽的人，耳

必得聽聞。」(賽三二3)不讓基督作王的人，

感官會失去正常功能。看不該看的，聽不該聽

的，說不該說的，想不該想的，做不該做的。

為什麼？因為「昏迷」。這裡的「昏迷」不是

指意識昏迷，而是指感官接收太多的刺激，變

得反應遲鈍或沒有感覺。如古人所言：「入芝

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一個人聽了100次同婚有理的教導或

演講，自然會認為兩男兩女結婚很正常，反對

的人才不正常。台灣許多年輕人因長期接受有

偏差的性平教育或常上網看挺同的論述，已成

為贊成同婚的最大支持者。但基督在生命中作

王時，祂要恢復人屬靈的悟性，明白屬神的事

情。看該看的，聽該聽的，說該說的，想該想

到，做該做的；不會人云亦云，拿香跟拜。

2.明白正確知識

「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識。」(賽三二4a)「冒

失人」是指沒有正確的知識就下結論的人，常

以偏概全。這裡的「知識」是指認識神所得的

知識，如箴一7所言：「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

開端。」基督在生命中作王時，人會敬畏神，

明白神對許多事物的看法。正確的知識產生正

確的價值觀，就不會將藐視神的愚頑人稱為高

明，將吝嗇人稱為大方。(賽三二5)以色列人因

不讓神作王，活在無知裡，價值觀錯亂。「禍

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

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賽五

20)這次大法官釋憲判決中，有一位大法官不同

意「民法違憲」的說法，認為這次判決是「反

客為主，倒果為因，邏輯謬誤」，與先知以賽

亞所說的不謀而合。基督在生命中作王時，也

會使「結巴人的舌說話通快」(賽三二4b)說話

結結巴巴的人會成為說話流暢的人，能勇敢將

神的心意表達出來，思路清楚，條理分明，如

司提反殉道前的講論，眾人敵擋不住。身為基

督徒的我們，在各行各業也要勇敢為神的真理

發聲，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第二把火：放膽傳講基督福音

1.福音顯明神的公義

聖靈澆灌下來的時候，我們會得著能力，作

耶穌的見證。為什麼聖靈所驅動的廣傳福音，

能彰顯神的公義？「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

顯明出來。」(羅一17a)但人「不知道神的義，

想立自己的義」而拒絕福音所顯出的神的公

義。(羅十3)自古以來，人一直想靠好行為或

行律法，證明自己是義人。但保羅說：「凡有

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

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三20)人的問題

不是不知道要有好行為，而是知道卻做不到。

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即使人

努力行善，人的義與神的義相比，都像污穢的

衣服。(賽六十四6)感謝神，因著祂的憐憫，神

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透過相信耶穌

的救贖，人可以被神稱為義人。(羅三21-22)因

此，福音不只是顯出神的慈愛，也顯明神的公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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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你們倒要稱為耶和華的祭司。」(賽

六十一5-6)祭司的任務就是獻祭，神吩咐祭司

要看守祭壇，「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不可熄

滅。」(利六12)我們可以獻上兩種祭：(1)禱告

的祭。禱告祭壇上的火要越燒越旺。(2)身體的

祭。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全人分別為聖，被

主使用。

2.神的新婦

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要穿上拯救衣，披上公義

袍，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像新娘配戴妝飾。

(賽六十一10)保羅說，教會要成為聖潔沒有瑕

疵的新婦，可以獻給基督。(弗五26-27)如果

基督徒的婚前性行為、離婚率和婚外情，跟世

人一樣，我們如何影響他們，更不要說反對同

婚了。因此我們要呼求聖靈的火煉淨我們的婚

姻、家庭和工作，除去一切的污穢和不潔，成

為公義樹，世人才會看到什麼是神國的公義。

綜上所說，聖靈的澆灌會透過基督作王、廣

傳福音和煉淨生命，改變個人、婚姻、家庭、

職場和社會的價值觀，顯出神的公義，台灣才

能經歷真正的平安，因「公義的果效必是平

安。」(賽三十二17)公義的彰顯也會帶來物質

界的興盛，百穀豐收，經濟富裕。讓我們熱切

呼求聖靈更大的澆灌吧！因為等到聖靈澆灌下

來，神才會「使公義和讚美在萬民中發出」(賽

六十一11)，台灣才能進入神的命定！

(作者為靈糧國度領袖學院及靈糧教牧宣教神

學院院長、台北靈糧堂啟示性事奉處處長)

2.福音免去神的忿怒

保羅說：「現在我們既靠著祂的血稱義，就更

要藉著祂免去神的忿怒。」(羅五9)神是公義的

神，斷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的，必追討人的罪，

傾倒祂的忿怒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羅

一18)但神是不輕易發怒的神，祂不輕易施行審

判。祂審判的目的，不是要毀滅惡人，而是要

人學習公義，如《賽廿六9》所言：「祢在世

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

神不喜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回轉離開所行

的道而存活。(結十八23)如果人聽見福音卻仍

心裡剛硬，不肯悔改，就是為自己積蓄神的忿

怒，在神顯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時，必落入永

恆的黑暗中，那時就後悔莫及了。

神的心跳是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悔改得

救。神的憐憫既是向審判誇勝，我們就應當火

熱佈道，廣傳福音，使人有悔改的機會。願台

灣眾教會都被聖靈的火燒起來，剛強放膽傳講

福音，使台灣的百姓成為神的百姓，不但能免

去神的忿怒，且能顯出神的公義，成為神公義

的見證人。

第三把火：煉淨生命成為聖潔

施洗約翰說他是用水為人施洗，耶穌卻是用

聖靈與火為人施洗。火有煉淨的作用，如《賽

四3》所言：「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

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

血除淨。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冊上記名的，必

稱為聖。」神對每位蒙恩得救的兒女有個目

的，就是「可以終身在神面前，坦然無懼地用

聖潔、公義事奉祂。」(路一74-75)當聖靈澆

灌下來時，被擄的要得釋放，受壓制的要得自

由，喜樂油要代替悲哀，目的是「使他們稱為

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的，叫祂得榮耀。」(賽

六十一1-3)所以每位基督徒都是公義樹，在世

上一同彰顯神國的公義。以賽亞書六十一章所

說的公義樹，代表基督徒的兩種身份：

1.神的祭司

「外人必起來牧放你們的羊群，耕種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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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讀神學院之前，「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是我的生涯規劃，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

看遍美景、吃遍美食是我的追求，我是高科技公

司的業務專案主管，每一天我用盡心力追求著業

績、名次、獎賞，想要成功。當時的我是以行為

稱義，以外在的表現證明我若在世界的舞台上成

功、有成就時，可以跟人說我是基督徒，這樣可

以榮耀主的名。

我用世界的方法討生活，卻陷入爭競、比較、

失落當中，最後才發現一切都是虛空，心裡很痛

苦。當世界讓我碰壁（雖然有客戶，但產品研發

不順；好不容易可生產卻碰到原物料短缺；終於

可以出貨但卻全球不景氣，客戶不出貨。）一整

年沒出貨賺錢，老闆不斷施加壓力中，我回轉到

神面前反省思想，我到底在做甚麼？

這是上帝帶我轉向祂的時

刻，在困境中神逐漸調整我

的心，讓我的眼目及心思意

念對焦，更多愛父的心在我

裡面滋長。同時，神也讓我

看到，在職場上大家外表光

鮮亮麗，但是內在有許多的

受傷、掙扎。包括與另一半

的關係、親子、工作上的壓

力、經濟上等等。因此，我

渴望在職場傳福音，進到牧

者無法進入的工作職場中，以職場宣教為使命。

我加入一個為期兩年的職場傳福音課程學習，我

的靈命得著翻轉；神的愛激勵我向同事傳福音，

在公司內成立小組，還有節期佈道，領人信主。

有人說，在職場傳福音、帶小組很好啊！但我

的心裡還是覺得不滿足，難道這就是神造我的目

的？我的命定到底在哪裡？我對人心的看重甚於

工作及物質的追求，我渴望看到一個個生命的翻

轉，因著認識神，他們的命運不再一樣。因此，

我願意回應馬太9:37-38的呼召：「要收的莊稼

多，作工的人少」；我想進入一間聖靈充滿的神

學院學習，靈神是我那時唯一的選擇。

進入靈神後，我發覺這是一間跟隨著聖靈帶

領、與時俱進，不斷往前進步的神學院。最近這

幾年，靈神在硬體和軟實力上擴充，以下跟各位

分享為什麼我要來就讀靈神的原因：

  硬體部分

1.靈神有全新的學校，在台北矽谷科技大樓

內，上課的設備、教室空間一切都是最先進的。

學院內我最喜歡的地方是refreshing café, 每每在

課業繁忙之餘，到這裡喝杯咖啡、聽聽音樂，讓

心靈沉澱一下，所有的疲累馬上解除。

2.學校宿舍現代化，無論單身或家庭都有合適

的住所，而且收費低廉，讓神學生的生活無後顧

之憂。

  軟實力的部分(除了一

般神學課程外)

1.學校特別注重神學生

的生命，透過每日晨更、

靈修學、醫治學、傳道人

個人生命的成長，來幫助

神學生的生命得著釋放與

更新。

2.神學的教導與實際的

牧會輔導並行，牧靈諮商

碩士科更是一大強項。

3.全人關懷的輔導小組及實習處是神學生在校

時很好的支援; 緊密的校友連結更是畢業後服

事，彼此扶持的好夥伴。全球400多間的靈糧分堂

更提供了我們強大的服事禾場。

靈神是一間充滿神的愛，濡養愛主工人的搖

籃，我很慶幸神為我預備如此美好的神學院讓我

接受裝備，學習如何平衡生命、生活與服事; 使

我能成為合神心意及符合時代需要的工人。也邀

請你進入這個有靈、有神、有愛的大家庭中，我

們一起成為主所愛的工人。

◆覃艾琳/ 南崁靈糧堂

畢業生見證

改變自己 邁向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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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這個標題下的有點聳動；返鄉的這些年

間，我的信念不斷被挑戰，而我有點反骨，

就是不信邪。所以，這篇文章的主題，其實就是

對我自己的宣告。

從我離開靈神回到本族本家到提筆時，剛好七

年，回想這些年間，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實在太

偉大。七年前，我跟新婚妻子雅云兩人懵懵懂

懂，從繁華的北部回到鄉下、從單身進入婚姻、

從台北的教會換到現在的教會、從教會全職轉進

職場當農夫，可以說生活所有一切都變了。當時

真沒想很多，就一鼓傻勁，覺得神呼召，我們就

跟了；現在想想，好在我們當時有單純的信心，

否則我們將錯過許多祝

福！

我必須誠實的說，以前

在都市時，看到從鄉下來

的牧長，內心都會有些疑

問：為什麼你的教會沒什

麼人？是不是能力不好？

禱告不夠？工作不夠認

真？有趣的是，當自己親

身經歷，就不再有這些質

疑了。現在的我，見到鄉

下的牧長們，心中只有無

限的佩服與敬重，因為他們選了一條不容易的

路。

三年前，剛接北斗靈糧堂時，整個教會加我們

家四口才十五人，那是一個毫無生氣的會堂。有

次最慘烈的主日，不到十個人聚會，包含一個阿

嬤跟外勞，一對精神病夫妻，還有一個外地來的

老基督徒(整場聚會在剪指甲…)。那天結束後，

我告訴我的主任牧師劉永行牧師：「請要有心理

準備，這個教會可能會被我做倒了…。」；我在

都會型教會中成長，在澳洲最大的教會讀聖經學

校，在台灣幾千幾百人的聚會都參加過，但這輩

子沒有參加過一個主日低於十個人，而且負責人

竟然是我！感謝神的是，我的遮蓋繼續支持我、成

全我、祝福我，所以一路走到如今，教會體質漸漸

改變、強盛起來！

聖經上提到：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其實往往

在軟弱中，總是能看見神的恩典。在這個全台灣最

黑暗、廟宇數最高、基督徒比例最少的地方，我卻

感受到神無比的心意，祂的恩手推動著我們繼續跟

隨不看環境、不看困難。每年的暑假，總是有短宣

隊來支持我們的福音事工，讓我們在這裡不孤單，

並且福音更大量的被聽見。在我們的聚會中，常常

感受到聖靈真實的同在。今年我們教會叫“天國

實現年”，從年初到現在已經發生了許多神蹟；透

過雅云師母的禱告，神

要親自造訪我們。當中

最令人震撼的是，一個

教會的同工身上有兩個

三公分的腫瘤，卻因著

教會同心禱告，其中一

個消失了！另外，一

個姊妹被異端影響，

神直接在夢中對她說

話，對她啟示使徒行

傳24章，而這段經文

就 是 提 醒 她 遠 離 異

端。在復活節時，也有七人受洗了，當中包含一

個全家信主的見證！我想，在越黑暗的地方，越

能看見神榮耀的光，因此我們勇敢向前！

在靈神的那幾年，師長們的細心叮嚀，把許多

恩膏釋放下來。某一年謝院長與師母一同來看

我，為我們禱告亞伯拉罕的祝福；那時我們什麼

都沒有，面對一片福音荒地，選擇硬著頭皮單純

相信！與其平凡度日，不如一生為神國顛狂；一

路走來，我的神從來沒少給我們，也沒缺乏過，

即使挑戰不斷，但卻充滿恩寵與祝福。記得有次

跟喬老師吃飯，她說了句：心志很重要！所以，

我選擇相信：沒有鄉下教會，只有天國教會！

校友巡禮

◆第十七屆校友 北斗靈糧堂/羅戊昇牧師

沒有鄉下教會，只有天國教會

一個農夫家庭，四個孩子，雙職牧養一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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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靈神第二十四屆畢業差派典禮

＊時間：6/25(日) 晚上7:00

＊地點：靈糧山莊 大堂

今年共有45位畢(結)業生！

●畢業生：道學碩士科13位

          聖工碩士科3位

          牧靈諮商碩士科22位

          神學學士科2位

●結業生：準師母5位

牧靈諮商碩士科於6/10(六)口試；神學本科於6/17(六)舉

行招生考試；上午筆試、下午口試，六月底前放榜寄發成

績，8/21-25新生訓練。

【招生】

   暑期福音隊 8/28-9/4，共四隊 ！

＊ 國外隊：泰北新生命、印尼

＊ 國內隊：芬園、田中

【福音隊出擊】

地址：231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5-3號4樓 

電話：(02)7733-7722 Ext 6404,6408,6409

發    行：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企劃處 

總 編 輯：林瑋玲   

傳    真：(02)7703-0303

E - mail：seminary@llc.org.tw

網    址：http://seminary.llc.org.tw/姓名地址如有錯誤或異動,請通知本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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