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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聖靈能力 大有盼望 
蔡維恩牧師 

前言: 裝置藝術-「溺水少女」西班牙河中載浮載沉  
    西班牙北部沿海城市畢爾巴鄂（Bilbao）內維翁河（Nervion）

上周突然出現一名溺水女孩，其頭顱在河中載浮載沉、凝視行經人

群，嚇到不少行經民眾。事實上，這是墨西哥超現實藝術家奧羅斯

科 （Ruben Orozco）所創作、名為「明日」（Bihar，巴斯克語）的

裝置藝術，由玻璃碳纖維製成的 120 公斤頭像每天隨潮汐起落，露

出不同程度的臉龐。「女孩」面無表情地凝視每個人，那張怪異面

孔一開始讓附近民眾感到不安，但漸漸當女孩的臉龐浮出，卻給人

一種悲傷的感覺。民眾受訪時認為「女孩似乎要讓自己淹死一

樣」，傳達了巨大的悲傷感與絕望感。 

奧羅斯科解釋，此作品是與 BBK基金會合作，旨在喚起公眾

對「永續性」（sustainability）議題之關注，讓人們意識到群眾那些

會導致氣候變遷的行為，將讓人類受害（沉沒），或是讓人類得救

（漂浮）。 

其實這也是讓人聯想我們生命中所遇到的課題:「絕望與盼

望」。人們在人生的浪潮中，常覺得「窒息與喘口氣」的爭戰 。人

們尋求咨商輔導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可能會毫不遲疑地說：「期望

落空是很多問題的根源，若不處理，就會演變成憤怒和苦毒。」當

人生一帆風順時，期待自己總是處在一個好的環境，讓一群喜歡我

們、肯定我們的好人圍繞，是很正常的事。但花無百日紅，當期望

落空時怎麼辦？特別身處人際關係的壓力下，自己自尊受辱，活在

沒尊嚴與失望之際，如何才能逆轉勝得救呢？ 

保羅在羅馬時，身受牢獄之苦，被一群不喜歡他的信徒排斥

（腓立比書一章 15-16節），他卻出人意料地保持樂觀。在他看

來，這反而是上帝賦予他一個嶄新的宣教禾場，當他被軟禁時，他

向侍衛見證基督，將福音傳入凱撒的家。即使那些反對他的人，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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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純正的動機傳揚福音，基督的福音仍舊傳開了，保羅為此就滿

心歡喜（18節）。保羅從未期望自己身處一個美好的環境，或受眾

人喜愛。「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

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立比書

一章 20節） 

為何在生命浪潮中載浮載沉，有人表現是「絕望」，有人卻表

現出「希望」？有人說希望與失望是一對孿生兄弟，沒有希望，也

就無所謂失望，反之亦然。有人認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別人帶

著面具、自己又何嘗不是，只是別人遮掩虛偽，我遮掩的是失望。

特別「絕望」是什麼，就是在你失望的時，給了你希望，之後卻再

度失望，這就是絕望。對信任寄託太多太多的希望，最後卻得到更

多的失望。所以一般人因應生命的挑戰時，習慣性就是「不抱希

望，就不會失望」的生命態度。 

但我們基督徒要知道「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從絕望

到盼望」這樣的生命經歷，就是自己的生命「逆轉勝」的故事。這

是經歷「聖靈能力」的精彩生命故事。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如何訴說我們個人生命的故事，如何經歷聖靈能力，大有

盼望「逆轉勝」的故事？ 

2. 如何在聖靈中，盼望自己生命突破，帶出合一過傳福音獻祭生

活、成為美好見証？ 

 

  參考經文：《 羅馬書羅十五:13-18》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

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15:14 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

識，也能彼此勸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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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提醒你們的記性，特因 神

所給我的恩典， 

15:16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 神福音的祭司，叫所

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15:17 所以論到 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裡有可誇的。 

15:18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

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 

 

二、經文背景 
   信、望、愛是基督徒信仰三要素。羅馬書五：1-2提到，「我們

因信稱義，進入恩典中，成為神的兒女，也因信歡歡喜喜的盼望神

的榮耀。」生活中要有盼望，如果失去盼望，就會絕望。一個認真

對待生命的人，就有盼望，我們的盼望不是屬世的，乃是神賜給我

們的盼望。 

   其實保羅在羅馬教會可以看到令人失望的事⑴猶太人基督徒不

知道「福音」的真諦，以為只信耶穌就好，繼續走律法主義。⑵教

會中猶大基督徒與外邦人基督徒理念不同造成「不合一」⑶福音可

能因此傳不出來。因為外邦人看到信仰無超越性。 

羅馬書第十五章，經文中看見保羅教導，要彼此堅固、彼此接

納、使人得益處，經文中也提到了耶穌不僅是我們美好的榜樣，保

羅在羅馬書十五章 13 節說：「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

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藉

着聖靈的能力運行在我們的裏面，即可得着大盼望，這是神應許賜

給我們的。 

   願意相信神的人即使在惡劣的環境中，內心仍舊充滿喜樂與平

安。反之，不信的人只能看見困難，而相信的人能看見困難之中的

神，保羅在羅馬書裡持續努力的傳講褔音，他成為褔音的祭司，這

世代的我們是否也要求神幫助我們，對他的話語更加認識也加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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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心，聖靈的能力不停止的在我們裏面運行，透過我們讓還不

認識耶穌的人從我們的身上，看見在基督耶穌裡的生命可以是豐

盛、亮麗、充滿盼望的。看到「平安喜樂、合一傳福音、成為美好

見証」。 

 

三、啟示: 
（一）藉著聖靈，大有盼望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

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十五:13） 

盼望是什麼—⑴對所期待和意願要發生的一種感覺(A feeling of 

expectation & desire for a particular thing to happen.)。⑵一種相信而

託付的感受(A feeling of Trust.)。感覺是在屬靈上，心裡對神的盼

望，需要不斷地維持，否則盼望慢慢會變成失望，盼望是相信且託

付它未來要發生。 

  所以我們到底盼望什麼？①永生的盼望—提多書三：7「好叫我

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或譯：可以

憑著盼望承受永生）。」②榮耀的盼望—歌羅西書一：27「神願意

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

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③復活的盼望—帖撒羅尼迦前書四：

16-17「…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

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

和主永遠同在。」，也就是無論在今生或死後，我們都能盼望經歷

「死而復活」生命逆轉勝的得勝。所以我們要成為有信仰、有盼望

的人。常在神的愛中，相信神的應許，對未來要充滿美好的盼望。 

即便身陷無可救藥的環境裡，都還是要確保自己能夠持續剛強

下去，因為這不僅能使我們常在神同在的平靜安穩裡，也會讓我們

有本事可以去幫助其他在我們個人能力範圍所及的人。就某種程度

來說，這是我們虧欠世人的：在動盪的世代裡，我們有義務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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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能夠賦予人穩定力量的方舟。有許多的美好品德都可以幫助我們

在困難時刻帶出影響力；但是我個人最常仰賴的還是盼望，畢竟一

個人能夠帶給人多少盼望，就決定了他有多大的影響力。 

我們不得不承認，信靠上帝的人也有信心軟弱的時候，在逆境

中亦會失去盼望。請細心揣摩以下的喻道故事：「有三個人在牆頂

上行走，他們名叫『感覺』、『信心』和『真理』。『感覺』走在最後

頭，『信心』走在中間，『真理』走在最前頭。突然，『感覺』不小

心摔倒了，倒下時伸手扯了『信心』一下；於是，『信心』也跌倒

了。不過，最前頭的『真理』沒受影響，便把『信心』扶起來；最

後，『信心』又把『感覺』拉起來。」 

 

（二）有傳福音的獻祭生活 

     「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 神福音的祭司，叫

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羅十五:16） 

我們在基督身體事奉中，身為福音祭司獻祭有三個方面: 

1. 自己當活祭獻上-羅十二:1 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

理的事奉。 

2. 傳福音獻祭:羅十五:16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

神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靈裡得以聖

別，可蒙悅納。 

3. 智慧教導獻祭:西一: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

人，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保羅強調他「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

保羅雖然心繫猶太同胞，但他知道基督對他的託付是外邦人「叫所

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因此他一生為此

奔跑「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

音」，「以利哩古」指的就是馬其頓一帶，說明保羅已經遍傳了從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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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到巴爾幹半島，由亞洲進入歐洲。而且他「我立了志向，不在

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意即

這些教會都是他親身建立的。保羅作神福音的祭司，將基督供應給

外邦人，乃是對神一種祭司的事奉；他傳福音所得的外邦人，也是

他獻給神的祭物。藉著這種祭司的事奉，包括許多污穢不潔之人在

內的外邦人，就在聖靈裡得以聖別，成為蒙神悅納的祭物，而從凡

俗的事物中分別出來，並被神的性質和元素浸透，在地位和性質上

都得以聖別。這聖別乃是在聖靈裡的，就是聖靈根據基督的救贖，

將信入基督得了重生的人，更新、變化、分別為聖。 

舊約亞伯拉罕的獻祭生活。生命中遇到許多的不順利，包括年

老無子、與羅得的關係，羅得的背離，自己的搭救等等。但亞伯蘭

（之後改名亞伯拉罕）用屬靈的眼光看事情。他有謙讓的心，讓晚

輩羅得先作選擇，結果羅得選擇肥沃的土地，而亞伯蘭住在迦南

地。神是福氣的源頭，當亞伯蘭願意尊重神，以神的應許作為依

據，願意選擇走在神的道路上，神就賜福給他。信用獻祭來回應主

的愛。 

    

（三）誇勝基督，使人順服 

 「所以論到 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裡有可誇的。 除了基督

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

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羅十五 17-18） 

神蹟奇事乃是包括在上帝永恆的旨意和計劃之中。在今日的教

會時代裡，用來幫助拓展上帝的國度，傳講基督的福音，並且藉著

上帝僕人所行的神蹟奇事，彰顯上帝的大能，來印証他們所傳的

道。其實，最大的神蹟，就是自己的生命改變。 

然而有一個重點必須釐清的，那就是上帝賜下神蹟來印証福音

時，乃是出於上帝的恩典和人的需要，絕非為了彌補福音的不足。

福音的基要就是上帝愛我們，上帝的兒子道成肉身，為有罪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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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死，並且死後復活。我們因信，在耶穌基督裡得到永生的恩賜，

並且得以進入上帝的榮耀裡。其實從廣義屬靈的層面來看，這就是

最大的神蹟了。至於狹義的物質、外在的、看得見的神蹟，只是用

來印証所傳的道，及上帝的恩典，而不是為了補強福音的不足。 

 希伯來書：「上帝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

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証。」（來二 4）可見神蹟、奇

事、異能，乃是用來為上帝作見証。在此，保羅提到三重的能力：

話語的能力，神蹟奇事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三者配合，目的就

是使人順服基督，並且歸信基督。 

 保羅在居比路曾斥責一位敵擋使徒、攔阻福音的以呂馬，他是

行法術的人，保羅藉著聖靈所賜的能力，使他暫時眼瞎，因這件

事，方伯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徒十三 8～12）。在這件事上，

讓我們看見，神蹟常常會使看見的人希奇，驚訝並且信服主的道。

可見，聖靈賜下「行異能的恩賜」對那些拓荒傳道的事工有很大的

幫助。但是對我們信仰而言，「破碎老我，呈現聖靈的新我」就是

生命故事的述說神蹟。 

  

四、自己的感受 
  「因著聖靈大有盼望、彼此勸戒福音獻祭、誇勝基督讓人折服」 

當我們研讀聖經時，就是見到分常深刻的真實生活。幾乎每一

頁都會提到失敗與失望-特別是在人際關係上（人最大的痛苦因

素）。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失敗與失望（事與人）總是比我們所朝

思暮想的功成名就還更真實。你可以盡量設定很高的目標，但總要

明白：沒有人能夠逃離失敗與失望。所以，不是不做計劃，而是我

們不如做計劃、準備好面對失敗與失望，並想想該如何從中得到益

處。「從失敗和失望中得到益處？你是認真的嗎？」是的，就像許

多屬上帝的人一樣，我們會發現充滿失敗和失望的時期，正是我們

人生中在屬靈意義上收穫最多的時期。特別是面對不可愛之人時，



8 
 

如何自我破碎與成全，是一輩子的功課。 

無論我們翻開聖經到哪一頁，我們都會看到失敗與失望：亞當

和夏娃（創三）、該隱和亞伯（創四）、挪亞和他的兒子們（創

九）、亞伯拉罕和撒拉（創十六）、羅德和他的女兒們（創十九）、

雅各和以掃（創二十七）、約瑟和他的哥哥們（創三十七）、拿答和

亞比戶（利十）、亞倫和米利暗（民十二）、以色列和迦南（民十

四）、摩西和磐石（民二十）、參孫和大利拉（士十六、）撒母耳和

他的兒子們（撒上八）、大衛和拔士巴（撒下十一）、所羅門和他的

嬪妃（王上十一）、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一直延續到新約聖經。

新約聖經提到許許多多的門徒和教會都遇到了失敗和失望。聖經一

致的信息一直都告訴我們，說失敗和失望是人類無法避免的一種經

歷。 

 

基督徒能夠在逆境中仍存盼望因「內心有著無法震動的上帝

國」。不僅因為上帝在我們受苦的時候會為我們開一條出路（見哥

林多前書十章 13節），賜下「不變的平安」及「不變的力量」，還

因為聖經已經告訴我們，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得到一份終極的盼望，

那就是「與耶穌一同復活」，同享「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哥林

多後書四章 14、17節）。如聖經所說：「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

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馬書八章 18節）。所以，我

們在逆境中所遭遇的只不過是「至暫至輕的苦楚」（哥林多後書四

章 17節），不足介意。但願在現今的逆境（疫境）當中，信靠上帝

的人都可以因著上帝的話語重拾盼望，並能傳遞這「逆境（疫境）

中的盼望」；更願使人有盼望的主、賜平安的上帝，因信將諸般的

喜樂、平安充滿我們的心，使我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

馬書十五章 13節） 

 

  9/30（四）我與葉牧師（五對牧師夫婦）參與約珥靈糧堂新堂



9 
 

的啟用禱告（尚未完工獻堂禮拜）。看到約珥靈糧堂的成長與復

興，他們從五十人開始，十三年後成為千人教會，如今建堂（三民

區）建地 900坪，建十層教會，主堂可坐一千人教會（未完工，目

前在兩間附堂聚會）。經歷聖靈的作為，確信「上帝是可調動萬有

的神」。最特別的是，他們主任牧師夫婦與五位全職同工的服事關

係（幹事近三十人）用五重職事事奉，學習真實面對個人的破碎與

軟弱，彼此學習接納與超越。作事工計劃與執行，由聖靈主導，即

使講道過程中，聖靈帶領時，隨時更改內容（也讓同工隨機因

應）。教會核心觀念就是學習「自己退位，讓聖靈主導」。真是令人

驚嘆不己。若是只看個人的破碎不全，則事工會充滿著失望，甚至

絕望，但因為聖靈能力，卻大有盼望，因為「五重職事」的服事，

彼此接納與成全，則充滿平安與喜樂，透由彼此勸戒，有共同的異

象，為了傳福音獻祭，就是誇口自己的軟弱，讓身上顯彰聖靈的作

為與神蹟，這也讓別人（特別是外邦人）感到驚嘆，見証也讓人折

服。這就是「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從絕望到盼望」這樣

的生命經歷，就是自己的生命「逆轉勝」的故事。這是經歷「聖靈

能力」的精彩生命故事。原來一間教會的復興，因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生命故事」可以述說。 

他們教會有特別設立「醫治與先知預言的訓練與服事」。他們教

會的核心經文就是約珥書二章 28節「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

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

象。」特別為了岡山長老教會禱告時，說「當我在為你們的教會禱

告時,我感覺到有 

一陣風席捲而來,接著我聽到了「更新」 

我感覺聖靈正在這間教會做新的工作,過去一 

些舊有的框架正在脫落,神的靈正在造訪! 

我聽見聖靈說:「我要來,我要來,我要帶來更新。」 

接著,我看到一層帕子,那層帕子被揭開,過去 



10 
 

這層帕子使很多事物停滯,當這層帕子被揭開, 

就有新的事發生! 

有一個新的事工正被興起,一個新的活力正 

被注入,我就看到「加速」,很多事情突然間就都成就了! 

特別是青年人的工作,奉主的名,祝福岡山長老教會,進 

入加速,不再延遲,一代的青年被興起,一同看見神榮耀的 

工作! 

（約珥靈糧堂天使禮物盒先知性預言團隊 2021.9.30） 

自己實在是太震憾了，因為他們事先並不知道我們教會目前的狀

況，特別加上上週劉進展牧師在華語禮拜分享時，聖靈感動的勸

戒、昨天 10/1 長執區長同工牧養領袖訓練的分享（聖靈充滿）與

解析。我們相信這是主透由同工話語表達上帝的心意。正是羅馬書

十五 13 「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

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主啊，求祢赦免我， 

因我只在乎自己所期待的，結果常陷入失望，甚至到絕望 

而非在各種景況下，都專注榮耀祢。 

願祢的愛、憐憫與公義，今日在我身上顯大。讓我破碎老我，經歷

聖靈的大能。可以說自己的生命故事。 

因神蹟奇事，讓外人折服。 

 

五、結論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

帝，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

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哥林多後

書四章 7-9節）。因此，身陷逆境之時，信靠上帝的人應信靠那住

在他們裡面的基督。我們心中有基督，就可以有不變的平安，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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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不測的風雲；我們心中有基督，就可以得享祂所應許的平安

（見約翰福音十四章 27節），因著聖靈能力，大有盼望。 

我們相信唯有將目光和焦點轉向那永不叫人失望的神、相信祂、倚

靠祂，深知道祂仍在掌管！但願我們一班被聖靈燃亮的信徒，能結

集成為世上的光，在這黑暗的世代中綻放光芒，靠主勝過黑暗的力

量！我們確實相信「黑暗終必過去」！看到「平安喜樂、合一傳福

音、成為美好見証」。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從絕望到盼

望」這樣的生命經歷，就是自己的生命「逆轉勝」的故事。這是經

歷「聖靈能力」的精彩生命故事。 

 

討論題綱： 

1. 你一生中最盼望實現的事是什麼？ 

2. 什麼樣的事件或想法會讓人失去「盼望」呢？ 

 

代禱事項： 

1. 為自己「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從絕望到盼望」這樣

的生命經歷，能夠看到生命「逆轉勝」的故事。 

2. 為許多生命陷入低潮的人禱告，求主看顧在黑暗中的人能重見

光明。 

 

祈禱文： 

給人盼望的主！願祢掌管我們個人的生命，更求祢成為台灣的掌權

者，讓台灣變成一個有盼望的國度。在這裡生活的每一個人都能有

愛與公義的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與小組討論如何在信仰中實踐「平安喜樂、合一傳福音、成為

美好見証」。 



12 
 

2. 在本週當中，給予失意的人一句安慰、鼓勵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