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得赦免的罪 
马太福音 12章 31-32节 

 

读神的话不可有先入之见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

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

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太 12：31-32） 

这段经文不难理解，可是很多基督徒甚至解经家却百思不解。

我们看不懂圣经往往是因为已经胸有成见，查考神的话必须有完

全开放的态度，毫无成见，要说：“神啊，我完全受教，没有先入

之见，没有固守的教义，你的话最重要，请你向我说话。” 

抱着先入之见读圣经是最危险的，因为你已经闭目塞听，不

愿听神的话了。只要圣经有些话跟你的教义相左，你就不愿听。

然而如果圣经的话跟你接受的教义相左，则不是圣经有问题，而

是你的教义有问题。很多人一信主就被好心人灌输了种种教义，

及至查考神的话，才发现这些教义根本不符合神的话。结果我们

怎么做呢？我们竟然坚持教义，丢弃神的话。这样做绝对是玩火

自焚。 

记得当初我读神的话也常常困惑不解、烦躁不安，因为它跟

我听见的教义完全抵触。比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

像每个中国基督徒一样，我一信主受的就是这种教导，深信不疑。

可是一查考神的话，真奇怪，很多经文跟这种教导格格不入。怎

么办呢？我就不理会神的话，只管坚持自己所学到的教义。 

所以读神的话，态度非常重要。要是内心充满罪，心门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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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了。难怪非基督徒常常觉得神的话难以接受，因为神的话指出

了他的罪，让他如坐针毡。希望你抱着开放的态度来读神的话。 

为什么这段经文难以理解呢？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不像神的作

风，神不会不饶恕人。这是你的先入之见，认为神是饶恕的神，

永远饶恕人，不会不饶恕。你已经下了定论，当然无法明白这段

经文，只好歪曲神的话，硬将明显的意思曲解成别的意思。但愿

教会能够诚实对待神的话，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加以曲解。但

愿我们爱真理，甘愿顺从真理，不要有先入之见。 

现在我们就以这种态度来看这段经文。从解经来看，希腊文

没有什么难明之处，语法也一清二楚，惟一的困难就是我们已经

有了先入之见。没有先入之见，就会发现这段话简单明了。无论

自己查考圣经，还是听人讲解圣经，最基本的原则是要有开放态

度，让神向你说话。 

干犯人子与干犯圣灵的区别 

这段经文说到了两种亵渎罪。31节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
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除了一样罪，其

它一切罪都可得赦免。接下来 32 节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
可得赦免”。人子是谁呢？当然是耶稣，是基督。得罪、冒犯了耶

稣，可以得到赦免；得罪、冒犯了神的灵，就没有饶恕了。所以

惟有一样罪不得赦免：冒犯圣灵。 

首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冒犯人子，犯了各种罪，仍可以得

到赦免呢？耶稣是神差来的基督，是神的爱子，冒犯耶稣岂不就

是冒犯了神吗？而冒犯了神，岂不就是冒犯了圣灵吗？为什么说

话干犯人子跟说话干犯圣灵不同呢？ 

在约翰福音 1 章 26 节，施洗约翰对众人说：“有一位站在你
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耶稣就站在众人当中，血肉之躯，与

常人无异，众人不知道他是谁。即是说你可能出于无知而冒犯了

他，无知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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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那些人不但犯了各种罪敌挡耶稣，还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比

说话干犯他更恶劣，是以行动干犯了他。可是主耶稣饶恕了他们，

神也饶恕了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出于无知而犯

罪。由此可见，干犯圣灵就不是出于无知了，心态已经不同。 

我没信主的时候不认识耶稣，不知道他是何许人，所以犯罪

敌挡他，鄙视基督徒，排斥教会。甚至拿但业这种好人也不认识

耶稣，在约翰福音 1 章 46 节，有人告诉拿但业：“我们遇见了弥
赛亚！”拿但业答道：“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是讽刺、

挖苦的话：你说弥赛亚来自加利利？加利利能出什么好东西呢？

拿但业是犹太人，却如此对待加利利人耶稣。后来拿但业遇见了

耶稣，眼睛就开了，不禁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之前拿但

业犯了罪，因为说话敌挡耶稣，鄙视耶稣。什么是亵渎呢？意思

是毁谤，说某人的坏话。拿但业确实亵渎了耶稣。 

保罗犯的罪更严重。在提摩太前书 1章 13-14节，保罗说：“我
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

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使徒保罗承认了三样罪：第一，

亵渎神。第二，逼迫人，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保罗也在人群当

中；此外他还拉人入监。第三，侮慢耶稣。保罗非常愧疚，然而

他蒙了饶恕，可见干犯基督与干犯圣灵是不同的。 

保罗常存无亏的良心，所以没有亵渎圣灵 

保罗没有亵渎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心总是对神开放。

保罗信主以前就为神大发热心，在腓立比书 3章 6节，他说：“就
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保罗逼迫基督徒是出于爱神，他真的爱神，只不过因为无知，发

错了热心。 

可是保罗有一个生命准则，即便没信主之前，他也恪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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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就是在神面前常存无亏的良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在

使徒行传 23章 1节、24章 16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为什么良心无亏这么重要呢？很简单，

因为神是透过良心向我们说话。基督徒要明白，圣灵是透过你的

良心向你说话。良心是神的馈赠，神透过良心向你说话，良心毁

坏，你就完了，无药可救了。 

今天的基督徒往往不大明白良心问题，几乎只字不提良心，

现在是该明白的时候了。圣灵是透过良心向你说话，你必须时刻

保持良心敏感，听得见神说话。可以说良心是属灵收音机，传出

神的声音。你把收音机关掉，你就完了。良心一毁坏，那么神如

何对你说话呢？如何指出你的罪呢？有人真的良心毁坏了。 

如果你行恶或者经常有恶念，良心就不可能无愧，因为神会

透过良心谴责你。罗马书 2 章说，非基督徒也有良心，这是他能
够跟神联系的惟一渠道。虽然他活在罪中，但只要不毁坏良心，

神还会透过良心向他说话。所以非基督徒做了坏事，也会忐忑不

安。 

保罗非常看重良心，每一个神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看

重良心，你的良心必须时刻敏感到神。身为基督徒，你能够说自

己良心无亏吗？ 

良心总是给我们麻烦，所以我们总想反驳、压抑良心。而越

是反驳、压抑良心，良心的声音就越大，我们也就越忐忑不安。

最后只能在两者当中做出选择，良心逼着我们做出选择：要么顺

服神的声音，这声音就是人内心的律法，所以罗马书 2 章说“律
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要么就压抑、泯没良心。神不断用这个

属灵收音机向你说话。 

使徒保罗信主之前也总是保持良心敏感，所以神能够透过主

耶稣对他说话，并且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说得那么响亮、有力。要

是保罗良心毁坏了，怎能听得见神说话呢？神今天也在向我们说

话，只要我们良心敏感，就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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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收音机是超敏感的，可以收到很远发来的广播讯号，而

且声音响亮、清晰。有些收音机是低敏感的，要么没有调好波段，

要么不敏感，你在另一端冲着麦克风大喊大叫，这一端也收听不

到。人的良心也是如此，有些人的良心非常敏感，听得见神向他

们说话，接受神的指正。 

所以要学一个秘诀：与人相处时，不必为自己辩护。因为如

果你做得对，而对方良心敏感，神就会向他指出你是对的，他是

错的。那人良心不敏感，那么你就是争论到舌敝唇焦，他也不会

认错，因为他不愿听良心的话。 

我从来不为自己辩护，随便人怎么说，神是我的审判官，要

是他们有良心，到了时候神就会向他们说话。如果他们冤枉我是

出于无知，也希望知道真相，我当然愿意提供真相。可很多人并

不想听真相，只想攻击、指责。他们不关心真相，如果关心，就

会询问了；既然不问，就是不想知道。无论如何，就交给神吧，

神会伸冤。 

信心与良心是相联的 

在圣经中，信心与良心是紧密相联的。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两

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要么信心非常软弱，没有长进；要么就更糟，

丧失了信心，如同船沉了一般。 

下面看一看提摩太前书 1章，整章谈的是信心与良心的关系。
从第 5 节开始，保罗就指出了信心与良心的重要关系。你信心软
弱，出了问题，那么你需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良心。我见到有些基

督徒就是不成长，难道是神的能力不足够吗？当然不是，而是他

们行事为人没有一颗无亏的良心，每每犯罪，对人态度不好，总

是百般辩解。 

提摩太前书 1章 5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
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除非内心清洁，否

则就不能良心无亏；良心有亏，就不能有无伪的信心，三者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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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心出了问题，那么你最好省察一下自己的良心；良心出

了问题，你就知道自己内心不清洁。 

良心出了问题，会有什么后果呢？继续看 19 节：“常存信心
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圣经的话清清楚楚，为什么有人公然违背圣经教导，坚持“一次

得救、永远得救”呢？要是还没有相信，就不可能在真道上沉船

了。已经上了船的人，才会经历到沉船。圣经的教导白纸黑字，

我们要是不愿意听，总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原因很明显，

就是想安慰自己有亏的良心。我们不愿活出圣洁、讨神喜悦的生

命，于是就喜欢说：“我生命如何不要紧，反正都会得救。”难道

你宁愿活在谎言中吗？ 

留意保罗说的是“有人丢弃良心”，而不是丢弃信心。他们没

有丢弃信心，而是丢弃了良心，结果毁了信心。即是说你毁了良

心，也就毁了信心，二者息息相关。所以要小心如何生活，你压

抑、毁坏良心，就必然陷于万劫不复。 

20节继续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
撒但，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讟了。”谁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

一般呢？保罗提到了两个人：许米乃和亚历山大。留意“谤讟”

一词，这就跟马太福音 12章 31-32节联系了起来。这两个基督徒
在真道上沉船了，良心、信心完全毁坏，保罗已经无法挽回，只

好把他们交给撒但，不至于谤讟了。 

这种光景真可怕，我们不禁想到了哥林多前书 5 章，那里也
说到有一个人毁坏良心，犯了乱伦罪——乱伦罪比淫乱罪更恶劣，

是跟自己的近亲发生淫乱，保罗也把他交给了撒但。这是圣经说

的，不是我说的。圣经警告我们：丢弃良心，就会沉船，落入撒

但魔掌中。 

人未必口上犯罪，而是内心犯罪 

非基督徒可能出于无知而毁谤、敌挡主耶稣，然而基督徒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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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就不是出于无知了。就像许米乃和亚历山大的例子，他们是故

意毁谤，明知故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接下来要看的是，人怎会亵渎、干犯圣灵呢？惟有基督徒知

道圣灵，非基督徒无从知晓，所以很多传道人认为基督徒才会犯

亵渎圣灵罪，非基督徒不可能犯亵渎圣灵罪，他都不知道圣灵，

又怎能亵渎圣灵呢？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并非惟有基督徒才会犯

亵渎圣灵罪。接下来分析一下什么是亵渎圣灵。 

首先，主这番话是在提醒法利赛人。马太福音 12章 24节说，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

啊！’”法利赛人如此说，所以主耶稣才对法利赛人讲了这番警告。

法利赛人不是基督徒，当然我们得承认他们是宗教人士，知道圣

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相当于基督徒，并非像非信徒那

样对圣经教导一无所知。法利赛人奉圣经为圭臬，也确实知道圣

灵，但他们不是信徒。那么，法利赛人是如何犯亵渎圣灵罪的呢？ 

首先要知道，法利赛人以及一般犹太人都不会说出神的名字。

他们会称神为权能者、至圣者、荣耀者，但决不会提“神”这个

字。既然不提“神”字，更不提“圣灵”一词，怎会亵渎圣灵呢？

所以如果亵渎圣灵的意思是口出冒犯圣灵的话，那么法利赛人绝

不会犯这种罪，他们根本不提神的名，只说权能者、圣者、荣耀

者、上天。拉比著作中常常称神为“上天”，即天国，神的国。这

些都是神的代名词。 

亵渎圣灵并非口上提到圣灵的名字，平行经文马可福音 3 章
29-30节已经讲得一清二楚：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查考圣经的一个方法是比较平行经文，以经解经。在马太福

音 12章 32节，主耶稣说：“惟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
不得赦免。”而在马可福音 3章 29节，主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永远的罪就是不得赦免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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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而法利赛人怎么犯了这个罪呢？答案就

在马可福音 3章 30节，因为法利赛人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着的。 

法利赛人并没有直接说话顶撞圣灵，他们根本没提“圣灵”

一词，而是间接地攻击圣灵，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着的，这就是在

称圣灵为污鬼。耶稣是靠圣灵行事，他们却说是靠污鬼行事，暗

指圣灵为污鬼，所以这是间接犯亵渎圣灵罪。 

为什么法利赛人这样说话，就永不得赦免呢？话语本身并不

重要，但话语显露了内心。到此为止我们观察到了两点：第一，

法利赛人是故意犯罪；第二，他们的罪不是直接、明显的。“故意”，

即是说这项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在行动只是个表态而已。

马太福音 12 章 34 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言为心声，法利赛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可见内心

在敌挡神。 

善恶的选择 

这段经文的下文（即马太福音 12章 33-37节）是在对比善与
恶，关键就是法利赛人面对善恶的选择时，故意选择了恶，故意

不听从神的话。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是内心已经选择了恶，

故意不听神的话，那就是故意犯罪了。亚历山大、许米乃以及主

的门徒犹大都是基督徒，却故意选择了恶，就得不到赦免了。 

同样，非基督徒要是明知道什么是善，却不愿意选择善，反

而故意选择恶，那他还有什么希望呢？然而非基督徒若能说——

“我是恶的，可我愿意成为善的，愿意脱离罪的捆绑”，那么他还

有希望。 

法利赛人是内心亵渎了圣灵。何以内心亵渎了圣灵呢？他们

喜爱恶，恨恶善，正是“不爱光倒爱黑暗”（约 3：19）。马太福音
12章 35节这句话很特别：“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恶人在积存恶！你爱什么，

才会存什么，可见恶人是喜欢恶，所以才积存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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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确会选择恶，而且会越来越恶。因为你这次选择了一点

恶，下次又选择了一点恶，日积月累，就会变得越来越悖逆、顽

梗、心硬。这是个危险的过程，你不想听神的话，反驳、抗拒，

而你越反驳、抗拒，心就越刚硬，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恶，真可

怕！ 

有些人听了神的话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不愿做出选

择。不愿做出选择就是选择了恶，至少暂时选择了拒绝神的话语。

而最危险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你听见神

话语的责备，却不理不睬，那么到了一定时候，你就根本不能接

受了，心已经完全关闭了。 

“圣灵”是圣洁的灵，凡喜爱黑暗、邪恶的人，都不喜欢圣

洁、良善。你不可能同时爱这两样，每一天你都在做善恶选择，

而不做选择就是选择了恶，因为你决定不选择善，最终可能亵渎

了圣灵。圣灵是圣洁的灵，惟有厌恶罪恶、渴望良善的人，才会

认识神。 

无论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都要思考选择善恶的问题。你

是非基督徒，不妨想一想：你真的喜欢善吗？你听福音是不是只

想了解一下圣经，却不愿做出选择？抑或你内心真想选择善，愿

意对真理开放，只要是良善、圣洁的，你就会接受？ 

毁坏良心、抗拒圣灵，怎能得赦免呢？ 

有些基督徒起初确实选择了善，可是试探一来，就架不住诱

惑，渐渐地倒向恶的一边，最终背离真道，丢弃良心。提摩太前

书 4 章 2 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不
愿受良心谴责，索性毁坏了良心。 

提摩太前书 4章 1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
离弃真道”。没有接受真道，也就不可能离弃真道，可见他们一度

是信主的。可是今天的基督徒甚至牧师、传道人却否定圣灵的话，

说你不会失丧，不会离开真道，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圣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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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黑字，为什么我们心里刚硬，敌挡神的话呢？难道我们在泯灭

良心吗？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

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被热铁烙惯了”，意思是销毁、泯灭。

良心毁坏，圣灵就无法向那人说话，他就无可救药了。一个人良

心泯灭，你怎能挽救他呢？ 

马太福音 12章 31-32节这段经文的答案就在这里。人故意选
择恶，或者故意放任自流，最终就会毁坏良心。良心毁坏，神怎

能向他说话呢？神不能向他说话，他怎能得救呢？可见毁坏良心

就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因为你再也听不见良心谴责。而听不见

良心谴责，你也不会祈求饶恕。不祈求饶恕，又怎能得到饶恕呢？

答案简单明了。 

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马太福音 12章已经说得一清二楚，圣
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得自由，脱离罪，脱离撒但的权势，脱离恶

的权势。主耶稣是如何赶出鬼魔的呢？是靠圣灵的能力。即是说，

没有圣灵，我们就无法脱离鬼魔、脱离撒但。鬼魔是撒但的喽啰、

爪牙，为撒但做事，所以主耶稣要靠圣灵的能力释放我们。他说：

“你们可以诋毁我，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所以情有可原。但无论

如何，不可存心抵挡圣灵，否则圣灵就不能释放你们脱离罪了。” 

所以关键是要明白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让我们脱离罪，脱

离撒但的辖制。要是亵渎、抗拒圣灵，则怎能脱离罪、脱离撒但

呢？而没有脱离罪、脱离撒但，则怎能得赦免呢？抗拒、亵渎圣

灵必不得赦免，因为你不愿得赦免，关上了赦免之门，当然不得

赦免。圣灵是神赐下的恩典，拒绝圣灵就是拒绝赦免，既然拒绝

赦免，又怎能得赦免呢？这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因为你不想得赦

免。 

要是我们以开放、受教的态度读神的话，就不难明白圣经。

简单来说，圣灵代表了神的赦免，他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制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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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势，赦免我们。拒绝了圣灵，也就拒绝了赦免。拒绝了赦免，

当然不得赦免。 

犯了罪千万不要远离神！ 

最后要问的是，这段话在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中学

习到什么呢？当然首先要明白良心的重要性，明白圣灵是透过良

心向我们说话。我求神保守我的良心，我说：“神啊，我要是做错、

说错了什么，求你指教我。”我在神面前有这种态度，当然就永不

会失丧，因为他总能救我，即便出于无知、愚昧、软弱而犯了罪。

任何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惟有一样罪不得赦免，就是你拒绝得到

赦免。我会俯伏在他面前说：“神啊，开恩可怜我，体恤我的软弱，

正如大卫说‘我不过是血肉之躯，是尘土’，请可怜我！赦免我的

罪。”我知道神会赦免我。 

其次，明白了神随时愿意赦免人，只要你愿意让他赦免，求

他赦免，他就会赦免，那么一旦犯了罪，就不该远离、躲避神。

可是我们恰恰犯了罪就想躲避神，觉得神是圣洁的。神当然是圣

洁的，可他的圣洁能够医治人，不要害怕神的圣洁。我们的第一

个反应是：我做了错事，不敢见神。亚当、夏娃就是这样，藏进

树林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身体。叶子怎么遮得住身体呢？

新摘下来的还好，可是不久就枯萎了，你就又打回原形了。 

我们犯了罪，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神。可是要明白，犯了罪

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赦免！除了神，谁能赦免我们呢？所以必

须改变态度，犯了罪不要远离、躲避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山

寨，要回到神那里去。犯了罪躲避神无异于病人躲避医生，这是

最愚蠢不过的了。犯了罪更是最需要神的时候，正如患了病是最

需要医生的时候。 

最后要明白的是，不可对神心硬。无论犯了什么罪，都不要

对神关闭心门，这样做只会自取沉沦。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可

能犯亵渎圣灵罪。有些学者误以为亵渎圣灵就是言语冒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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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督徒才知道圣灵，所以基督徒才会犯亵渎圣灵罪。大谬不然。

法利赛人不是基督徒，他们知道圣灵，口里决不会提“圣灵”二

字，但他们也犯了亵渎圣灵罪。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可能犯亵

渎圣灵罪，因为这是一种内心拒绝神的心态，向神关闭了心门。 

旧约中不得赦免的罪 

旧约也有不得赦免的罪，比如历代志下 36章 15-16节： 

雅伟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

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嘻笑神的使者，藐

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雅伟的忿怒向他的百姓

发作，无法可救。 

这里的“他们”是犹大国，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就相当于今天的基督徒。最后一句话真可怕：“无法可救”。可见

神已经非常有耐心了，犯亵渎圣灵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神谆谆

告诫、耐心提醒，最后神的忿怒发作，因为他们的恶已经到了顶

点，无法可救，不得赦免。 

紧接着 17节说，神就灭了犹大国，那一整代人都灭亡了。七
十年的放逐生涯，那一代人没有人能幸存下来，就像当年以色列

人在旷野漂泊四十年一样，那一代人都倒毙在了旷野。21 节说，
“这就应验雅伟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

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七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那一代人

都不得赦免，彻底灭亡了。 

神非常有耐心，可是如果你继续硬着心，嘲笑神的使者，藐

视他的言语，顽梗悖逆，那么等到神的忿怒发作，你就无药可救

了。 

箴言 6章 12-15节也发出了同样严厉的警告： 

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

意，用指点划，心中乖僻，常设恶谋，布散纷争。所以灾

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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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已经不可救药，必被毁灭。“败坏”一词，它的希伯来文

是用来形容将陶器摔碎，陶匠制作出一件陶器，觉得形状不美，

就摔碎了。 

还有箴言 29章 1节，基督徒要留心看这些话： 

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

可治。 

“屡次受罚”，“受罚”原文是受责备，受指正。可见已经给

了他很多次机会，但他“仍然硬着颈项”，不愿悔改，结果“必顷

刻败坏，无法可治”。他已经无药可救，因为已经超越了界限，不

可饶恕。 

总结：谁都有可能犯亵渎圣灵罪 

愿神保守你们不犯亵渎圣灵罪。可是如果不肯接受责备（不

论是故意还是轻视），最终也会犯这种罪。不妨自我省察一下：你

受得了责备吗？每当受到责备，你是如何反应的呢？是不是觉得

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抑或无论责备的是对是错，你都谦卑地接受

下来？我说过，就让神向那人的良心说话，为什么你总为自己申

辩呢？神说“伸冤在我”（申 32:35），他会为你申冤。 

可是如果神向你说话，而你不断拒绝，那么你就会失丧。或

者你不置可否，正如希来伯书 2章 3节所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
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你“忽略”神的救恩、神的真理，就不

能逃罪。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藐视真理，结局都是失丧。 

就好比尼亚加拉河，水流湍急，你无需抵抗水流，只要坐在

船上一动不动，顺流漂荡，就会漂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那就危险

了。当然你更不必顺流划桨，这样就更快到达尼亚加拉大瀑布了。

可是即便你不顺流划桨，只是坐在船上，闭上双眼，顺流漂荡，

自然就会漂到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你在忽略救恩

吗？不要以为你不敌挡，就不会有罪，你忽略了救恩，结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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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 

现在我们就彻底明白了主耶稣这番教导，明白了拒绝圣灵、

亵渎圣灵跟亵渎基督的区别。耶稣非常有耐心，他知道我们不能

一下子就相信他。我们不认识他，但只要对神有开放的态度，愿

意受教，就有机会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 7 章 17 节，主耶稣说，
“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

我凭着自己说的。”你愿意遵着神的旨意行吗？要是愿意，那你就

会认识真理。一切就在乎你的意愿，所以得救是意愿的问题。 

同样，亵渎圣灵未必提到圣灵的名字，这是内心态度的问题，

你内心拒绝了圣灵。而拒绝圣灵就不能得救，因为是圣灵将神的

救恩带给人，拒绝圣灵就是关闭了得救的渠道。我们要学习时刻

对神开放。 

最后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今生犯亵渎圣灵罪，

以致走上一条不归路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提摩太前书 1章 20
节的亚历山大、许米乃就是前车之鉴，他们在世时就在真道上沉

船了，毁坏了良心，关闭了神的恩典之门。 

提醒：要对神开放！ 

最后我想讲一个真实的例子，这件事常常在我心头萦绕，让

我困惑不解，也伤痛不已。旅居英国期间，在还没有去利物浦牧

会之前，我经常在剑桥传福音。因为当时我在剑桥学习，便利用

闲暇时间向其他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做见证。在剑桥传福音很方

便，学生的名字就写在寝室门外甚至公寓门外的指示牌上，一目

了然。每每走过公寓，见到有中国人的名字，我就会按照房间号

码上去敲门，向他们传福音。主的工作真奇妙，很多人就这样归

了主。 

记得有一天，我的公寓管理员叫我向一个中国学生传福音。

她经常将各种国籍的学生——英国的、非洲的等等——介绍给我，

叫我向他们传福音，而这一次是个中国学生。我跟他谈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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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我注意到他内心有些刚硬，最后我说：

“我们一起跪下来好不好？要是你现在心灵向神开放，不再刚硬，

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接受主，得到神的饶恕、救恩和永生。” 

我们就跪了下来，我祷告，等候他回应，可是什么动静也没

有。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了呻吟声，他呻吟道：“我做不到，做不

到。” 

我问：“为什么你做不到呢？” 
他说：“有种力量拦阻我接受神的饶恕。”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什么力量能阻挡你呢？” 
“我就是做不到。” 

他跪在那儿呻吟着，我从未见过谁呻吟、叹息了这么久。当

时他在伦敦读医科，必须坐火车回伦敦去。我看了看时间，觉得

他要是不立刻离开，就赶不上火车了。我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

可他依然长跪不起。我说：“你不打算现在接受主耶稣，那就起来

好不好？现在你得去赶火车了。”可他不起来。 

我问：“你要不要赶火车呢？” 
他说：“不要，管它火车不火车呢。” 
我又问：“那你想不想接受主耶稣呢？” 
“我做不到。” 
“你这种情况我真是头一遭碰见。” 

他不能接受主耶稣，又不理会赶火车，只是兀自呻吟着，我

眼睁睁看着他陷入精神分裂。足足有一个小时，他依然长跪不起。

最后我站起身来，他还跪在那儿呻吟。我看得出他是在撒但权势

的捆绑下，于是我问：“如果你真想得自由，愿意脱离撒但的权势，

我就可以为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将撒但赶出去。”可他不要。我

说：“那你还跪着干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既愿意得自由，又

不愿意得自由。” 

这件事我至今还困惑不解。后来我们又见了面，我问：“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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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也不知道，给你讲一讲我的背景吧。”

原来他很早就愿意做基督徒，其实已经做了基督徒，可是后来心

硬，犯了罪，走了邪路，然后继续心硬，不理会圣灵的屡次责备。

约翰福音 16章 8节说，圣灵会责备人的罪，当然是透过良心来责
备。可他就好像箴言所说，虽然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结

果似乎被神弃绝了。 

创世记 6章 3节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
里面”。你不愿听从圣灵，那么圣灵不会永远跟你相争，会离你而

去。他一再拒绝圣灵，间接亵渎了圣灵，所以圣灵离开了他，把

他交给了撒但，就好像亚历山大、许米乃的例子。也许这就是他

的症结，似乎他已经落入撒但的捆绑下。奇怪的是，他也渴望自

由，但这渴望不是很强烈。我从没见过这么悲惨、可怜的人。 

我不想下定论，因为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他如何，

不得而知。我只不过在思忖他是不是犯了亵渎圣灵罪，毁坏了良

心，过了得赦免的阶段，结果也不愿得自由。我生平头一回遇见

这种情况，以后再也没遇见过，所以常常萦绕脑海。 

要是圣灵不断透过良心对你说话，千万不要关闭良心、丢弃

良心，最终在真道上沉船，好像提摩太前书的例子。愿神保守我

们不至落入这种境地。我们的心必须时刻对神开放，时刻受教。

无论跌倒多少次，也要呼求神：“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