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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聖靈的記號

聖經中用 些很明確的記號 象徵來比喻聖靈聖經中用一些很明確的記號、象徵來比喻聖靈

1. 火 —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都說

我用水施洗，在我後面那一位…
馬太、路加 都有提到聖靈與火，

聖靈是必要的因素，火是文學性的象徵。

火在象徵什麼？火在象徵什麼？

潔淨，用火來洗、比用水來洗更徹底

能力，徒二1-4 五旬節聚會的時候，能力 徒二1 4 五旬節聚會的時候

聖靈澆灌下來，像火燄一樣顯現出來，

在表達神的大能在表達神的大能

感動，帖前五19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消滅就是把火熄滅的意思，消滅就是把火熄滅的意思，

聖靈像火一樣不要去吹熄祂

2. 水 — 澆灌、供應、潔淨

賽四四3 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

水象徵澆灌，滋潤，原來的生命是乾渴的，

聖靈澆灌，我們得到供應、得到滋潤。聖靈澆灌，我們得到供應、得到滋潤。

約七37-39 主耶穌引用以賽亞書的話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要從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聖靈像水，讓我們得到滋潤、就不再乾渴

這種滋潤不是暫時的，聖靈澆灌下來住在我們裡面，

成為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約翰加上解釋—約翰加上解釋

「活水的江河」就是講信祂的人要受聖靈。

林前十二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

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聖靈像活水的泉源，免費飲用、一生得到滋潤。

多三5-6 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就 藉著 基督我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

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得救的過程是聖靈澆灌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被洗乾淨、就被更新、就重生了—我們就被洗乾淨 就被更新 就 了

第二次從聖靈生下來，再一次的生命

聖靈的洗把我們洗乾淨，才有新生命，聖靈的洗把我們洗乾淨 才有新生命

舊的生命是骯髒的



3. 風或氣 — 生命、能力

創二7 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靈跟氣是平行的，希伯來文、希臘文，通用的。

約三7-8 主耶穌跟尼哥底母談道時，說「必須重生」，約三7-8 主耶穌跟尼哥底母談道時，說 必須重生」，

尼哥底母不懂重生，耶穌說：重生就像風一樣，

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它從那裡來、往那裡去，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它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靈不是物質，看不見聖靈，怎麼知道聖靈真的來了？靈不是物質，看不見聖靈，怎麼知道聖靈真的來了？

就像風一樣…，肉眼看不到，聖靈也是如此，

風代表能力風代表能力

風吹進亞當的鼻孔就成為有靈的活人，

風也代表生命 — 活起來了，風也代表生命 — 活起來了，

不是一個不會動的軀體而已

約廿21-22 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說：「願你們平安！

我 我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這個氣跟靈又是平行的

是一個事先的預告，到了五旬節那天，是 個事先的預告 到了五旬節那天

他們才真的被聖靈澆灌、被聖靈充滿，

代表聖靈的能力臨到他們身上代表聖靈的能力臨到他們身上

徒二1-2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忽然 從 上有響聲 來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又用風來講聖靈，

有很大的能力臨到使徒的身上。

4. 燈 — 光照、智慧

啟四5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

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七是一個形容詞，代表神的完美，

這不是隨便說說的，聖經有很多次的根據…
創二2-3、七2、卅三3，
出十三6、廿九37，
利四6、八11，

都用七來表達上帝的完美。

燈是為了照亮，代表聖靈

可以讓我們開竅、照亮心裡的眼睛，

讓我們可以認識神跟神的心意。

啟五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七角七 七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光、燈、眼，有另外一個意思出現—
看見、聰明的意思。看見 聰明的意思

弗一17-19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

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祂，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

使你們知道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使 們知道 恩召有何等指望

祂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並知道祂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啟示的靈給人智慧聰明，

可以知道、…真知道可以知道 真知道

這就是光、燈、眼，讓我們看明白了



5. 油 — 分別為聖，神的任命、供應、能力、教導、喜樂

賽六一1、參路四18 (引用賽六一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膏象徵聖靈 — 聖靈的恩膏，有什麼作用呢？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人的心靈被綑綁，因為神的道就得到釋放、得到自由，

這是膏的作用— 就是釋放，

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去教導、去佈道

亞四1-14 撒加利亞看到一個純金的燈台，

燈台上面有燈盞，是一個大碗，燈台上面有燈盞，是 個大碗，

下面有七盞燈，有七個管子通到七盞燈，

燈透過管子到燈盞那裡，燈透過管子到燈盞那裡

燈有油的供應才可以點亮。

燈台兩邊有橄欖樹，一棵在右邊、一棵在左邊，

萬 華 「 靠勢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依靠勢力、不是

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聖殿敬拜要用橄欖油，左右樹上就流過來了，

靠著神的供應，我們才能做聖工。

兩棵橄欖枝在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邊，

就是兩個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邊。

舊約大祭司、君王都需要受膏，

代表神的靈膏抹 —代表神的靈膏抹

大祭司提供屬靈方面的供應

國王提供老百姓生活上的供應國王提供老百姓生活上的供應

都不能只靠自己的本事，都要依靠神，

油代表神的供應 —油代表神的供應

依靠神的供應，才能夠完成聖工。

徒十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

拿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

聖靈的恩膏就是讓人有能力，讓

聖靈跟能力是平行的

耶穌被聖靈恩膏，我們也該被聖靈恩膏耶穌被聖靈恩膏 我們 被聖靈恩膏

約壹二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

並且知道這 切的事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

從神受的恩膏讓我們有聰明智慧。

出卅在聖殿做聖膏油，去抹會幕、法櫃、

桌子、器具，使這些東西都成為聖。桌子 器具，使這些東西都成為聖

油的恩膏也有潔淨的意思— 分別為聖，

從世俗當中分別出來，才是神所悅納的，從世俗當中分別出來，才是神所悅納的，

這樣我們才能事奉神。

約壹二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

恩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

四次提到恩膏，全本聖經出現最多次的就是這裡，四次提到恩膏 全本聖經出現最多次的就是這裡

是教導、讓我們明白，聖靈恩膏讓我們明白真理。

現在最流行的是把恩膏跟醫治放在一起，這個沒有錯，現在最流行的是把恩膏跟醫治放在一起，這個沒有錯，

可是 約翰一書主要的意思不是醫治，是聽得懂神的道 —
肉體的醫治是暫時的肉體的醫治是暫時的，

病好了還會再病、有一天都會死

從神的道得到屬靈的醫治 就永遠不死從神的道得到屬靈的醫治，就永遠不死

這裡四次提到恩膏，同一個含義—這裡 次提到恩膏 同 個含義

就是教訓、就是能夠明白神的道。



來一9 神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耶穌 我們

耶穌十字架的任務太嚴重了耶穌十字架的任務太嚴重了，

如果不是神用無限的喜樂油來膏祂，

祂會受不了的祂會受不了的。

因為祂是無限者，所以恩膏是超過我們—
我們是有限者 會被聖靈充滿我們是有限者，會被聖靈充滿

耶穌是無限量的

恩膏有喜樂的意思 聖靈的恩膏讓我們有喜樂恩膏有喜樂的意思，聖靈的恩膏讓我們有喜樂。

總歸納，油有什麼意思呢？

無論大祭司、君王都要受恩膏，

神任命這個人做祂的僕人，有任命的意思神任命這個人做祂的僕人 有任命的意思

有供應、有能力、有教導、有喜樂，這些含意

6. 鴿子 — 純潔、和平

太三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神的靈

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神的靈是靈 質 隻神的靈是靈，不是物質、不是一隻鴿子，

那一天為了讓人可以認出來，

用有形的樣子 — 像一隻鴿子，就降下來了。

約一32 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聖靈，約 約翰又作見證說 我曾看見聖靈

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住在祂的身上。」

鴿子是什麼意思呢？鴿子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就是很純潔…

太十16 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鴿子代表和平，當神的靈像鴿子一樣降在祂身上，

所表現的祂是和平之子 —

賽九6b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賽九6b 祂名稱為 奇妙策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弗二16-17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

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 體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

與神和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

有雙重的和平、和平的福音 —
耶穌基督讓我們跟神本來是敵對，穌基督讓我 神 來是 對

現在和平、和好了

兩下歸為一體，兩下是猶太人跟外邦人，兩下歸為 體 兩下是猶太人跟外邦人

本來是敵對的，現在也和好了

7. 印 — 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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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用印印了我們，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蓋上印章常常是在表達所有權…蓋上印章常常是在表達所有權…
我書房有一大堆書是我岳父的、他是牧師退休，

每本書都蓋著「○○○藏書」，表達是屬於他的。每本書都蓋著 ○○○藏書」，表達是屬於他的

聖父不但把聖靈賜下在我們心裡，

是賜給我們、是我們的是賜給我們、是我們的

反過來也表達我們是屬祂的

印蓋上去也就是一個印證、做憑據，原文叫做「質」，印蓋上去也就是 個印證、做憑據，原文叫做 質」，

買東西的時候先付訂金、押金

借東西也要拿一個東西當做「質借東西也要拿一個東西當做「質」

這是一個憑據，保證我們是屬祂的、祂屬我們。



弗一13 你們信了基督，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宣告所有權 —我們是屬神的，

也宣告這是一個印證、憑據、確據也宣告這是 個印證 憑據 確據…

啟七2-3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我 看見另有 使

從日出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印，

印了神眾僕人的額。

表示我們是祂的僕人、祂是我們的主人。

啟九4 並且吩咐牠們說，不可傷害

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 切樹木，地上的草和各樣青物，並一切樹木，

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有印記就不會被傷害，表達神的保守。

林後三3 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

墨寫 永生神 靈寫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

神的靈不像頒布十戒，把律法寫在石版上，

而是寫在我們的心版上而是寫在我們的心版上

印，也不要以為像 啟示錄所講僕人的額頭上，

那是異象中看到的，文學性的象徵那是異象中看到的，文學性的象徵

我們是基督的一封信，用神的靈寫成的，

那是寫在我們的心版上—
不是我信神而已，

也包括信的內涵、信的對象，

我們信耶穌基督、信三一神、信的教義…，
都刻在心版上了！

8. 保惠師 paraklētos — 幫助者、教導者、陪伴者

在旁邊的意思 有教導的意思para 在旁邊的意思，klētos有教導的意思，

在旁邊隨時教導、叮嚀，有安慰者的意思，

英文通常翻成 Helper，就是幫助者

替我們辯護，就是辯護者，還有代禱者的意思

約十四16-18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

祂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表達同在，保惠師就是在旁邊，也在我們心裡，表達同在，保惠師就是在旁邊，也在我們心裡，

不但是幫助者、也是我們的主導者

學習整天、全天候的，都隨時保持與神同在學習整天、全天候的，都隨時保持與神同在

以馬內利最具體的來說—
隨時仰望神的靈幫助我們 隨時親近祂隨時仰望神的靈幫助我們、隨時親近祂，

就會體會到保惠師的寶貴跟保障。

徒二1-4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忽然 從天上有響聲 來 好像 陣大風吹過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9. 舌頭 — 口才、方言

「被聖靈充滿就講起別國的話來」，

是表達一種屬靈的口才 — 從神的靈

得到講道的能力、傳福音的能力。

屬靈的口才、方言的能力，

都是用舌頭來做象徵，都是用舌頭來做象徵，

我們不是靠天然的口才就可以服事神

被聖靈潔淨過、聖化的舌頭，像被聖靈潔淨過、聖化的舌頭，像

以賽亞書說受教的舌頭，才有屬靈的用處跟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