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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論聖靈論
1. 聖靈論的重要性

我們以前談過西敏信條，

聖靈很簡單的帶過去了，

因為在那個時代英國清教徒改教之後，

英國教會對聖靈論沒有很大的爭議

但是在近代、現代的教會，聖靈論有很多的爭議…但是在近代 現代的教會 論有很多的爭議

聖靈論如果弄清楚，有很大的祝福，

為了釐清這些爭議，學習正確的聖靈論領受祝福，為了釐清這些爭議 學習正確的聖靈論領受祝福

我們就多花一點時間來學習 —
錯誤的聖靈論帶來教會分裂、很多的副作用錯誤的聖靈論帶來教會分裂 很多的副作用

正確的聖靈論帶來教會的合一、

而且對教會和個人帶來很大的祝福而且對教會和個人帶來很大的祝福

從這一講開始就，要分八次討論聖靈論。

2. 認識聖靈論的困難

1) 聖靈在三位一體裡比較降卑、隱藏自己：

聖經很少特別介紹聖靈，只是順便提到聖靈，

2) 過與不及：聖靈是上帝，再多追求也不算過份，

一千多章中，沒有一章專門在講聖靈

) 過與不及 聖靈是上帝 再多追求也不算過份

但不好好研讀聖經的聖靈論，

只是追求某些聖靈的恩賜跟現象，追求中產生經歷，只是追求某些聖靈的恩賜跟現象 追求中產生經歷

用經歷來解釋聖經、表達聖靈論，就會產生偏差…
有一些對聖靈的追求偏重經歷或恩賜，有 些對聖靈的追求偏重經歷或恩賜

甚至當做絕對的教義在教導，就產生偏差

非聖經的靈恩會產生一些偏差跟副作用，非聖經的靈恩會產生 些偏差跟副作用，

就讓某些教會把靈恩當做不好的，

忽略聖經的靈恩、忽略的聖靈的恩賜，忽略聖經的靈恩、忽略的聖靈的恩賜，

會變成很不活潑，又造成一個不及了

3.學習聖靈論的態度

滕近輝牧師 香港教會 重滕近輝牧師 — 香港教會很重要的領袖，

有一次花十個小時講聖靈論，

一開頭就講到態度的問題…
我們追求聖靈，

能力是把他當做一股能力、來增加法力，

還是搞清楚聖靈是上帝…
只把他當做一個能力，

我們會問怎樣多得著聖靈、使用聖靈

如果弄清楚聖靈不是一股能力而已，

聖靈是上帝、是有位格的

我們就會反過來問 —應該如何
多被聖靈得著、多被聖靈使用，

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4.從八方面認識聖靈：怎麼學習才是比較穩當的？

在 宗 中 家來可以在不同的宗派中大家來信服？

1)從神論看聖靈 — 聖靈是上帝，

在三位一體裡面的角色跟特性

2)從啟示論看聖靈 — 聖靈把聖經啟示出來，

聖經四十幾個作者得到聖靈的默示，把聖經寫作完成

完成之後有聖靈的光照、教導，

我們才能在讀經的過程明白上帝的啟示

在教會歷史、我們人生的過程當中，

聖靈也在做漸進的啟示，例如 —

初期教會聖經還沒有寫作完成，漸漸的確定新約正典，初期教會聖經還沒有寫作完成 漸漸的確定新約正典

三一神論、基督的神人二性一位格，有比較清楚的共識

在聖靈的保守下，好好查考先知、使徒、新約作者在聖靈的保守下，好好查考先知 使徒 新約作者

所領受的啟示，然後才得到共識，這就是漸進的…

宗教改革時，中世紀教會累積很多弊病跟偏差，改革之後，

最重 因信基督稱義個人最重要的因信基督稱義

關於教會論最重要的人人皆祭司

信仰的基礎聖經是最高權威，弄清楚了

這些不是馬丁路德、加爾文、或其他改教家的創見，

是回到聖經重新發現、起初就很明確而重要的核心真理

過去三四十年到如今還有聖靈論方面的爭議，

經過爭議跟過程中發現所謂的靈恩或聖靈的恩賜，

實際應用跟聖經的教導，從其中得失、利弊、是非，實際應用跟聖 的教導 從其中得失 利弊 是非

也會產生很多的肯定跟否定 —
清楚了聖經的靈恩，發現一些是非聖經的，清楚了聖經的靈恩 發現 些是非聖經的

做過省察、調整以後，教會界對聖靈論

也漸漸的會有更清楚的認識也漸漸的會有更清楚的認識

這就是聖靈繼續在教會當中做漸進的啟示。

3)從人論看聖靈—我們信主的過程，

從沒有信 到信 信 以後成聖 稱義從沒有信、到信，信了以後成聖、稱義，

領受聖靈的過程— 聖靈的洗與澆灌、聖靈充滿、

聖靈的恩賜、聖靈的引導、教導…
在我們基督徒人生的過程，聖靈是什麼樣的角色

4)從教會論看聖靈—
教會的誕生是在五旬節那一天，教 的誕

誕生以後，教會的發展、教會的事奉，

有聖靈的恩賜、引導、設立同工…有聖靈的恩賜 引導 設 同

教會擴展就是宣教方面，聖靈揀選宣教士、

把異象賜給宣教士、賜給教會…，把異象賜給宣教 賜給教會

讓教會可以繼續擴展

教會從誕生、日常的運作到往普世的發展，教會從誕生 日常的運作到往普世的發展

聖靈做了非常重要關鍵的工作

5) 專題查考—一些跟聖靈論有關基本的名詞，

譬如 澆灌 充 言譬如：受聖靈、聖靈的洗、澆灌、充滿、恩賜、方言…
可以做專題的查考跟歸納，

會對聖靈論有比較明確、有系統的認識

6) 聖靈的象徵 — 聖經用一些象徵、記號，像

水、風、鴿子、保惠師…，會對聖靈有更完整的認識

7)從舊約來看聖靈 —)從舊約來看聖靈

新約只佔聖經不到 1/3，可是 2/3的聖靈在新約，

舊約的聖靈 常常只是臨到有任務的人舊約的聖靈 常常只是臨到有任務的人

或某些特別親近神的人身上

新約的聖靈 普遍的澆灌在神的兒女身上，新約的聖靈 普遍的澆灌在神的兒女身上

有很明顯的差別

時間原故，舊約的聖靈先略過去，時間原故，舊約的聖靈先略過去，

因為新約是更清楚、更豐富、更直接的



8)從教會史看聖靈—屬於教會歷史中的分類史，

靈恩運動史可以從裡面來做 些檢討靈恩運動史可以從裡面來做一些檢討…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在讀教會史的過程特別注意，

可以看見是非、得失、利弊，

也得到很多的心得跟啟發

聖靈論會有那麼大的爭議，

因為有些人常常以偏概全、斷章取義因為有些人常常以偏概全、斷章取義

如果我們用這樣比較廣的、完整的角度來看跟歸納，

會對神的啟示就像保羅 腓立比書第二章提醒會對神的啟示就像保羅 腓立比書第二章提醒—
有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

願這個課程的學習，我們用禱告的心、

仰望聖靈的本身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在這八次過程有豐富、深刻、完整的學習。

一、從神論來看聖靈

在 神 經提到聖靈在 體 的角色 特性在三一神論已經提到聖靈在三位一體裡的角色跟特性…

1. 聖靈是上帝：雖然常常排在聖父、聖子之後，

但絕對不是小一號、小兩號的上帝 —
真神的本性跟聖父跟聖子是完全相同的

祂的權能、榮耀，跟聖父、聖子一樣，

都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都是 所 所 所 在

都是自有永有、都是最尊貴、完全聖潔，

一同創造這個世界的

真神的屬性聖靈完全擁有沒有絲毫遜色

1) 聖靈就是上帝1) 聖靈就是上帝

林前三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賽六9 上帝跟以賽亞說，他傳道時很多人不願意好好的聽道，

主 聲音 「主的聲音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

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徒廿八保羅引用以賽亞書跟當時

拒絕聽福音的猶太人講— 這是聖靈說的：

「聖靈藉著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

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

明明以賽亞書說是主說的、耶和華說的，

保羅引用卻說是聖靈說的，其實聖靈就是上帝！

2) 聖靈是造物主

創一1-2 起初神創造天地，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聖靈在，一起創造的。

3) 聖靈是至高者

褻瀆聖靈太十二褻瀆聖靈，不得赦免

徒五亞拿尼亞夫妻同心欺哄聖靈，當場倒斃

聖靈是至高者，輕慢不得的

4) 奉祂的名施洗 — 大使命，洗禮4) 奉祂的名施洗 大使命，洗禮

太廿八奉父、子、聖靈的名來施洗

這三位是平行的這三位是平行的

5) 奉祂的名祝福

林後十三14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來祝福 —
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三個一起提到，這是平行的，

表示聖靈是上帝



2. 聖靈不是聖子、聖靈不是聖父、聖靈永遠是聖靈，

有自己的位格 有自己的思想 情感 意志有自己的位格、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

會擔憂，如果我們做上帝不喜歡的事情

會用強烈的愛來愛我們，

雅各書戀愛至於忌妒 —
愛到一個程度，看見我們去跟隨

錯誤的靈、錯誤的教導，

會有憤恨之心，不願意我們受害

有自己的位格、自己的特性，

可是在意志上跟聖父、聖子完全 致可是在意志上跟聖父、聖子完全一致，

沒有絲毫的意見不合和衝突

3. 聖靈有祂自己的位格，

跟聖父 聖子互相交往 彼此同在跟聖父、聖子互相交往、彼此同在

三個位格是各自存在，可是又永遠同在，

雖然祂自己的位格，但不是獨立存在，

我們不會覺得是三個分開的神，

祂們顯出一種奇妙的合一

4. 聖靈跟聖父、跟聖子有分工合作的關係

在救恩上，聖父揀選、聖子救贖、聖靈感動

在創造上，聖父規劃、聖子執行、聖靈孕育 —在創造上 聖 劃 聖子執行 聖靈孕育

神創造天地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像母雞孵雞蛋，萬物就被造出來像母雞孵雞蛋 萬物就被造出來

在施洗，耶穌用聖靈來為我們施洗—
徒二就應驗了，聖子升天，徒二就應驗了 聖子升天

從聖父領受聖靈來為聖徒施洗

5. 聖靈在三位一體裡的特性

聖子自願降卑 聖靈自願降的更卑 自願比父 比子小1) 聖子自願降卑、聖靈自願降的更卑，自願比父、比子小，

被父、被子差派，不是真的比較小，是甘願降卑

顯2) 聖子把看不見的聖父、聖靈把聖子彰顯出來 —
約一32-34 當耶穌受洗時，聖靈降在祂身上，

就把拿撒勒人耶穌彰顯出來，證明祂就是神的兒子。

約十四25-26 耶穌應許保惠師要來，會讓我們想起

耶穌所講過的一切的話，聖靈把聖子的心意彰顯出來。

約十五26 聖靈來了，祂是真理的聖靈，祂來要為我做見證。

約十六14 聖靈來，祂要榮耀我、祂要把受與我的告訴你們。

拿撒勒人耶穌這個鄉下人很多人瞧不起的，聖靈把祂拿撒勒人耶穌這個鄉下人很多人瞧不起的 聖靈把祂

彰顯出來、把祂的榮耀表現、證明出來，讓人看見

把祂從聖子所領受的告訴眾聖徒把祂從聖子所領受的告訴眾聖徒

可以看見聖靈在做榮耀聖子這個工作

3) 聖靈也稱為神的靈、耶穌的靈、基督的靈，

不要誤解聖靈只是附屬品 附件而已不要誤解聖靈只是附屬品、附件而已，

手錶，錶帶只是附屬品

聖靈是神的本身，

稱為神的靈，是祂甘願做下屬

4) 四福音屢次應許 —我們要受聖靈的澆灌，4) 四福音屢次應許 我們要受聖靈的澆灌，

提多書保羅做結論說：

神就是藉著耶穌基督，神就是藉著耶穌基督，

把聖靈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

聖靈讓聖子利用祂來澆灌我們，聖靈讓聖子利用祂來澆灌我們，

聖子已經升天，

卻把聖靈賜下來、澆灌在我們身上卻把聖靈賜下來、澆灌在我們身上



二、從啟示論來看聖靈

1 聖靈與默示1. 聖靈與默示：

定義︰神的靈特別保守某些人，毫無失誤的、

把所領受的特殊啟示傳達出來成為聖經把所領受的特殊啟示傳達出來成為聖經

神吹氣，神的靈感動作者，把聖經寫下來

提後三16-17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責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聖經有四十幾個作者，當然是領受默示的，聖經有四十幾個作者，當然是領受默示的，

並不是每一句話都是聖靈直接跟作者講的

也有一些人領受默示，很準確的傳達給作者，也有一些人領受默示，很準確的傳達給作者，

讓作者正確的了解，然後寫出來成為聖經

路 路加寫路加福音時有去詳細的考察路一路加寫路加福音時有去詳細的考察…
聖靈直接保守路加，也保守把內容告訴路加的人。

2. 聖靈與光照 — 聖經寫出來之後，

聖靈進 步的 作 讀 才 真聖靈進一步的工作，讀經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明白，

約十六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

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

聖靈在聖經寫作完成之後，在眾信徒、聖靈在聖經寫作完成之後 在眾信徒

神眾兒女的心中做教導的工作。

救恩之道是什麼呢？救恩之道是什麼呢？

林前二9-12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把這救恩之道啟示出來，成就在耶穌身上

耶穌所成就的救恩也施行在我們身上

我們怎麼能夠明白這樣的救恩呢？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那參透萬事的聖靈讓我們明白 我們就明白那參透萬事的聖靈讓我們明白，我們就明白了。

保羅用這樣的比喻 —
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能知道人的事呢？

雖然有人說他的狗多麼有靈性，

實際上它不能真正懂人的事情

要有人的靈才能明白人的事情

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能夠知道神的事。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從神來的靈，

叫我們能知道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

保羅從不同的角度告訴我們—保羅從不同的角度告訴我們

我們能夠明白，最核心的就是聖靈的光照

信主以後我們要明白神的心意，信主 後我們要明白神的 意

要仰望聖靈繼續做光照的工作

3. 聖靈與漸進的啟示

彼後一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

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

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晨星出現就是已經天亮，晨星出現就是已經天亮，

從黑暗到天漸漸的亮、到最後完全亮，

我們漸漸的從不太清楚、到比較清楚、我們漸漸的從不太清楚、到比較清楚、

到很清楚，也就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讓教會在歷史的過程中，繼續尋求神，聖靈讓教會在歷史的過程中，繼續尋求神，

就漸漸的更完整認識真理、認識神的心意

這是聖靈在我們人生的過程、教會歷史的過程，

讓基督徒、讓整個教會，

漸漸的在各方面更完整的明白神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