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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人論來看聖靈

1. 聖靈與歸正 — 人離開神以後，怎麼回轉歸向神呢？

那是聖靈的光照…

約十六7-8 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

我若去就差祂來。

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祂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

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人為自己的罪找各種藉口、理由、說法來脫罪，

怎麼會認罪呢？這違背我們罪人的本性，

能夠這樣自責，這是聖靈保惠師的工作

聖靈的光照 →

我們才會懊悔、才會真的向神悔改

我們能夠回頭，不是只有向神悔改而已，

進一步就是接受耶穌 — 也是聖靈做的…

林前十二3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林前十 若 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真正的信主 除了向神悔改 就是接受耶穌真正的信主，除了向神悔改，就是接受耶穌 —
不是接受有一個耶穌而已，是接受祂做我的救主。

約一12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

祂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接待

帖後二13 因為祂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

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聖靈的感動 →聖靈的感動

真正信主、接受救恩之道，然後得救了。

歸正的過程不但向神悔改、接受耶穌，

而且聖靈做進一步的印證…

羅八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羅八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

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聖靈在我們信了以後，住在我們裡面，做得救的證據。

林後一21-22 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

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並且膏我們的就是神，

祂又用印印了我們，

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並賜聖靈在我們 裡作憑據

聖靈像膏油、像印章，

靈 號 是 後 確據聖靈的記號，是信了以後的確據。



2. 聖靈與成聖

信的時候已經成聖 確定性的成聖信的時候已經成聖 — 確定性的成聖

信主之後繼續追求成聖，

地位上突然成為聖潔、稱義…
也在聖靈引導、教導、感動的過程，

心思、意念、言語、行為、思想、情感、意志，

不斷的更新而變化，越來越成熟、越聖潔，

叫漸進的成聖，聖靈做了好幾方面很重要的工作…

1) 聖靈的引導) 聖靈的引導

羅八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加五18 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加五 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就不在律法 下

我們不是在律法以下被定罪，

是在恩典之下已經蒙赦免了是在恩典之下已經蒙赦免了

聖靈繼續引導我們，讓我們進一步的成聖

2) 聖靈的教導 聖靈

約壹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

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句話不要誤解了這句話不要誤解了—
如果都不用人，我們也不用上課了

聖經屢次提到有教師的恩賜 教導的恩賜聖經屢次提到有教師的恩賜、教導的恩賜，

「不用人教導」是一種文學性的誇張、強調，

聖靈才是隨時可以幫助教導我們 完美的教師聖靈才是隨時可以幫助教導我們、完美的教師

地上的老師有時候要找找不到，

靈 是完美 麼都 道聖靈卻是完美的什麼都知道

約十六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約十六 等真 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3) 聖靈的代求

我 有 幫羅八26-27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4) 聖靈的堅固 —在患難中成長

弗三16 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

藉著祂的靈，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

我們碰到很多的考驗、艱難、攻擊、毀謗…

羅五3 5 我們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患難生忍耐、羅五3-5 我們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神的愛大過患難，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神的愛大過患難，

我們就勝過患難，比以前更剛強，在患難中就滿有盼望。

5) 聖靈的成全

加三2-3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

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

聖靈要幫助我們不但入門，而且可以成全，

讓我們裡面越來越完全、越來越成熟。讓我們裡面越來越完全 越來越成熟

結卅六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

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神的靈在我們裡面，讓我們不但知道要聽話、也可以做到，神的靈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不但知道要聽話 也可以做到

那些不聽話的，受到很嚴重的虧損、被定罪，

不知道要聽話嗎？都知道、卻做不到不知道要聽話嗎？都知道、卻做不到

我們怎麼做到？神把祂的靈放在我們裡面…



6) 聖靈的充滿 — 靈命就更加完全、成聖的路更進一步。

弗五18-22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徒二五旬節那天，他們一信耶穌就被聖靈充滿了，

是不是只有一次被充滿就夠了呢？不是的—是不是只有 次被充滿就夠了呢 不是的

已經信的，還要繼續追求被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的表現可以用…讚美主，聖靈充滿的表現可以用 讚美主

讚美是非常豐富的、用各種方式、豐富的內容—
歌頌神的話語、旋律，彼此對說、互相啟應，歌頌神的話語 旋律 彼此對說 互相啟應

口唱心合、彼此同心，奉耶穌基督的名感謝父神，

這些都是聖靈充滿的一些後果這些都是聖靈充滿的 些後果

也可以彼此順服

7) 聖靈的果子

加五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 喜樂 和平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信實、溫柔、節制。

是因為聖靈多次多方、是因為聖靈多次多方、

長期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

最後我們成為一個結出聖靈各樣果子的人。最後我們成為一個結出聖靈各樣果子的人。

我們從沒有信、到信，我們從沒有信、到信，

從信、到成長、到成熟，

這是聖靈的工作。這是聖靈的工作。

四、從教會論看聖靈

1 聖靈與教會的誕生1. 聖靈與教會的誕生 徒二

五旬節那天，聖靈澆灌在當場所有信的人身上，

他們同時被聖靈充滿，那一天教會正式成立。

所以教會的誕生，是聖靈強烈的作為

2. 聖靈與教會事奉

1) 聖靈賜下恩賜) 下

2) 聖靈引導教會

正面引導— 徒十一引導彼得進入哥尼流的家正面引導 徒十 引導彼得進 哥 流的家

負面引導— 徒十六攔阻保羅去亞細亞、庇推尼

教會要做的聖工並不是我們先決定了，再請聖靈來幫助，教會要做的聖工並不是我們先決定了 再請聖靈來幫助

要尋求聖靈引導 — 可以做規劃，但是心要向上帝開放

如果神的意思跟我們不一樣，神的靈會感動引導我們，如果神的意思跟我們不 樣，神的靈會感動引導我們，

讓我們知道祂開路、或者是祂關門

3) 聖靈設立領袖

保羅把以弗所的長老集合 跟他們說徒廿28 保羅把以弗所的長老集合，跟他們說—
聖靈立你們做全群的監督。

長老就是監督，就是教會的領導、負責人，

「長老治會」主要就是根據這樣的教訓

包括保羅、彼得，

都有提到長老們負主要的責任

我們有時用選舉的方式，我們有時用選舉的方式

但不要忘了選舉之前都要存著

尋求神、依靠神的心態，尋求神 依靠神的心態，

才能照神的旨意、

選出神所揀選的人。選出神所揀選的人。



4) 聖靈成就聖工

帖前一5 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

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

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信心。

福音能夠傳到帖撒羅尼加，福音能夠傳到帖撒羅尼加

不是只有保羅這些宣教士所講的話語而已

更在乎的是神的權能、聖靈的感動更在乎的是神的權能 聖靈的感動

可以看見福音的成就是聖靈的工作。

萬 華 倚靠勢力亞四6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告訴以色列宗教領袖、政治領袖，

要依靠耶和華的靈才能成事。要依靠耶和華的靈才能成事

聖工的成就是聖靈的成就，不是我們自己所成就的。

5) 聖靈使聖徒合一

弗四3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的心

教會要追求合 靠我 求教會要追求合一，並不是靠我們去追求合一，

更是在追求之前，

上帝已經賜下本錢、賜下本能 —
信主的人裡面有聖靈

聖靈貫乎眾人之間

大家一起來尋求聖靈的引導、

依靠並順從聖靈的感動，

會越來越合一的。

3. 聖靈與教會擴展 — 聖靈與宣教

1)得到異象

徒十彼得蒙指示去哥尼流的家，

聖靈讓他看見異象，

得到聖靈的指示 — 要去外邦人的家

按照彼得原來的觀念是不會去外邦人的家，

因為把外邦人都當做不潔淨的為把外邦 都當 不潔淨的

徒十六6-10 保羅聽見馬其頓呼聲，

他想要去亞細亞、想要去庇推尼，被聖靈攔阻，

聖靈到底是什麼意思？

原來馬其頓有一批人已經準備好要聽福音了，

聖靈就讓保羅看見異象、聽到馬其頓呼聲，

就過去那邊，到腓立比、還有其他的城市。

2)得著能力 — 如果只有異象、沒有能力，

有愛傳 音 有 那真的是愛莫能助只有愛傳福音、卻沒有能力，那真的是愛莫能助…

徒一8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徒 聖靈降 在你們身 你們就 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有異象又有能力

保羅對過去二十年的事奉，做了一個總結 —

羅十五18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

我什麼都不敢提，

藉 奇只提祂藉我言語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

並聖靈的能力，使外邦人順服。

最關鍵的是聖靈的能力



3)得到勇氣 — 宣教的過程有很多艱難，需要勇氣…
徒十三8-10 保羅第一次佈道旅行到了塞浦路斯島，

島長 —聖經提到的方伯，差不多要信主了，

行法術的以呂馬抵擋使徒，保羅被聖靈充滿，

定睛看他，讓他變瞎，他就不敢再作怪了。

徒廿22-24 保羅要去耶路撒冷，前面有危險跟患難，

有捆鎖 — 要被補下監，可是他說：有捆鎖 要被補下監 可是他說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要行完我的

成就我從主耶穌基督所領受的職事。

22 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是聖靈的指示他就不害怕，

有患難等待著他，他還是勇敢的向前行。

主耶穌曾說：我們去傳福音好像是羊到狼群裡，主耶穌曾說：我們去傳福音好像是羊到狼群裡，

當然不是去送死，要靠聖靈給我們的勇氣才有辦法對付。

4)得到差派 — 宣教需要宣教士

徒十三2-4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

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差派並不是教會自己差派，是聖靈的差派，

要有聖靈的感動、差派，才可以做的長久，

偉大的牧道家慕迪，年老的時候曾說：

要有聖靈的感動 差派 才可 做的長久

要不然很短的時間就會撤退回來了。

偉大的牧道家慕迪，年老的時候曾說：

如要靠我的口才去傳福音，

我一個禮拜就要跟上帝辭職了；我一個禮拜就要跟上帝辭職了；

但是如果是聖靈的差派…
後來慕迪一生都蒙主重用。後來慕迪 生都蒙主重用。

我們不一定能夠像他那麼偉大，

但是只要好好禱告 求聖靈差派，就會看見但是只要好好禱告 — 求聖靈差派，就會看見

聖靈所打發的、會到處去做成神要他完成的宣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