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靈論







 聖靈是活水，我們的生命是田地，基督是澆灌的人，
這樣的工作是爲了能讓三一神的工作，在信徒的生命
中開花結果，榮耀父神。

 主耶穌離世前應許賜下聖靈，常與聖徒同在（約
14:16-17)

 加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活在聖靈中，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士每拿 https://www.smyrnasrci.org/

網上培訓課程：三套DVDs周學信牧師主講

5. 系統神學 （一）: 基督論、救恩論

11. 系統神學 （二）: 末世論

19. 系統神學 （三）: 教會論、聖靈論



聖潔運動 – 聖靈的更新

1. 循理聖潔運動: 約翰.衛斯理在成爲傳道人之後，1736年曾到當時
的新美洲Georgia向印第安人傳福音，但遇到很多困難，兩年後
挫敗地回到英國。1738年在倫敦的 Aldersgate 的街上，參加了
一個聚會，聽到有人在閱讀馬丁路德對羅馬書的註釋，在聽的時
候，心中忽然感到一種奇妙的溫暖。這個經驗成爲他生命的里程
碑，他稱爲第二次祝福的經驗。 他教導重生之後，要竭力入基督
的完全，這種成聖的追求，來自純潔的愛。他的一個助理 John 
Fletcher稱這種第二次祝福為聖靈的洗。在 Fletcher 的了解之下，
這樣的洗會帶出一種屬靈的能力，一種內在的潔淨。

• 美國 Jonathan Edwards 愛德華滋（1703─1758）的事奉講道所帶
出的大覺醒運動。他講的道在信徒中引起極大迴響，令他們反省自
己的屬靈光景。「他重視真理的知識，也同時看重宗教經驗。」他
深信一個真正得救的人，內裡有聖靈的臨在作印記，他外在的生活
行為會反映他內在生命的真實。



愛德華滋是個律己甚嚴的人，然而他的自律是出於一種嚮往，一種分
享上帝優美的聖潔渴求，這也是他在著述中所強調宗教情感的重要性。
大覺醒運動帶來正面的影響，但也有非常激烈的反對聲浪，認為復興
只不過是狂熱表現，其中特別反對復興中許多人身體上的特別的反應。

3.大公使徒運動：1831年英國長老會的牧師 Edward Irving 教導强調：
使徒恩賜的恢復。

4.凱錫克Keswick 基督徒生活運動:1875年開始，一年一度爲期一周
的培靈會，教導信徒如何靠著聖靈過得勝的生活。



 林前 6:11-12 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
靈,已經洗淨,成聖稱義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
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林前 6: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
耀神。

 帖後 2:13b 他從起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
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林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
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
變成的。



「聖靈的洗」與「聖靈充滿」

五旬節派的教會認爲：在人得救的時候，就會領受聖靈。水
洗之後會有一個第二次的洗，就是「靈洗」。靈洗的證據就
是說方言。

宗派型的教會，如浸信會、長老會、信義會，或者聖公會，
都強調在我們重生得救的時候就有靈洗的這部分；而不是放
在後來的第二次的。你認爲呢？

靈洗是否等同于聖靈充滿？



七次新約裡的「聖靈的洗」

Baptism in the Spirit, baptism with the Spirit, baptize with the Spirit.

1. 太 3:11 施洗約翰說：那在我以後來的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2. 可 1: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却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3. 路 3:16 ..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4. 約1:33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

5. 徒 1:5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不多幾日，你們要受
聖靈的洗。

6. 徒 11:16彼得說: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7. 林前 12:13 保羅說: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 … 都從一位聖靈受
洗，成了一個身體，飲于一位聖靈。



 問：「聖靈的洗」是否等同于「聖靈充滿」？
從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來看（徒 1:5），路加好像是交換地使用類
似的字句，來指同一件事。

 靈洗可能與水洗同時或不同時發生，因人而異。
1. 門徒在五旬節的例子（徒二章）
2. 以弗所受約翰悔改之洗的的十二個信徒（徒19:1-7)



聖靈的的工作

 舊約的聖靈降臨與新約五旬節之後的不同。

 聖靈的「内住」(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
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

 「同在」（太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

 「潔净」(瑪3:2-3) 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
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鹼。
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
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



聖靈的的工作 (續)

「潔净、賜能力」(結 36:25-27)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
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
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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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提多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
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使人成聖」（約翰16:8-9,林前6:11)

… 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並藉著我們神的靈,已經洗淨、成
聖稱義了。



 啓示 (結 11:5,太22:43）
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沒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著聖靈啟示他的
聖使徒和先知一樣．（弗3:5)

 引領、指導（約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賜能力（出35：31，34）使比撒列、亞何利亞伯有能力、巧工
製造會幕。

 為耶穌作見證（徒8：26，29）
指示腓力向埃提阿伯太監傳福音。

 為信徒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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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Glossolalia」

•某地使用的語言，徒2:6-11 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
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來自各地的人都聽見他們
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靈界的語言，用於禱告、讚美、屬靈爭戰。
林前14:2：「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
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裏，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所以方
言主要是對神說話，對神讚美.

•在靈裏禱告，而非用悟性禱告，是造就自己。林前14:14：保羅
說「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這卻
怎麼樣呢？我要用靈禱告，也要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
悟性歌唱。」

•給非信徒的標記，翻出來可以造就信徒（林前14:22 ）

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標記, 乃是為不信的人。作先知講道
prophecy，不是為不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信的人。



問：說方言可以作爲神臨在的標記嗎？

•民 11: 18, 23-26  百姓向摩西抱怨，吃膩了瑪娜，沒肉吃

摩西對百姓說：你們應當自潔，預備明天吃肉，因為你們哭號說、
誰給我們肉吃、我們在埃及很好．這聲音達到了耶和華的耳中、所
以他必給你們肉吃…..

耶和華對摩西說、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麼．現在要看我的話向
你應驗不應驗。摩西出去將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又招聚百姓的長
老中七十個人來、使他們站在會幕的四圍。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對
摩西說話、把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長老．靈停在他們身上
的時候、他們就受感說話、以後卻沒有再說。但有兩個人仍在營裏、
一個名叫伊利達、一個名叫米達、他們本是在那些被錄的人中、卻
沒有到會幕那裏去、靈停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在營裏說預言。

需要驗證是「真方言」或假方言？



「聖靈澆灌」與「聖靈運行」

珥 2:28-29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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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我
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聖靈澆灌」與「聖靈運行」非常類似，通常發生在一個群體當
中，會有一種「神聖」的氛圍

常發生在敬拜、讚美與禱告之時。

台灣 新竹勝利堂 六十年堂慶祝的例子。



「聖靈擊倒」

人被聖靈的力量擊倒，處於半清醒的狀態

撒上 19:18-24 掃羅想殺大衛，在捉拿他的時候，有先知受感
説話, 撒母耳監管他們所以不敢妄動 … 後來掃羅自己去捉他

23.神的靈也感動他,一面走、一面說話、直到拉瑪的拿約。
掃羅就脫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說話,一晝一夜,露體躺臥。

王上 8:10-11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甚至祭司
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問：當人見證聖靈的能力時，生命是否得到更新、轉變？



靠著聖靈走成聖的道路

如果你沒有感受過聖靈的責備，你就要好好想一想是否真的重生
（約 16:8）〜巴刻

成聖的過程是一場持久戰，每一天我們都要做出決定來對抗自己
的肉體、世界的引誘、撒旦的試探與攻擊。（弗2：2-3）



 從約翰福音可以結論出：聖靈主要的工作是要彰顯耶穌基督
是神的兒子。他教導我們認識真理；聖靈教導的方式是使門
徒回想並了解耶穌基督所說過的話（約14:26，16:13），所
以聖靈的工作之一是榮耀那榮耀的救主（約16:14）。

 很多時候信徒會以「人」為中心來看聖靈的工作，而不是以
神為中心，所以會有錯誤的認識。當我們以基督為中心，去
理解聖靈的工作就能有比較正確的認識。

 對神的覺醒
1. 覺醒神在那裏（客觀的認知）
2. 覺醒神在這裏（主觀的感受）



聖靈的工作帶來的覺醒與復興

• 聖靈不是神給我們的興奮劑，任由我們操縱或支配。而是幫助我
們不再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的注意力往上引導，注目耶穌；往
外引導，投入在神國的事工。

• 覺醒 → 抉擇 → 犧牲

• 基督的道路是經過死亡再經歷復活的路.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
帆風順、鳥語花香。

“基督領我經過的黑暗之地，絕不比他自己曾走過的幽暗。 ”
〜Richard Baxter

• 成聖的道路就是順著聖靈而行（加拉太5:16），拒絕隨從「肉體
的情慾」- 肉體和心思上罪性的慾望，讓聖靈在我們裡面結出他
的果子，就是那九項與基督相似的特質（加 5:22），讓信徒能謙
卑、順服、信靠、跟隨基督。



三波靈恩運動

1. 第一波傳統的五旬節派： 1900 -1901 年

2. 第二波靈恩運動或新五旬節派：60年代的靈恩運動。

3. 第三波新靈恩派，或神蹟奇事運動: 80年代 開始的「權能佈道」

Power Evangelism /「權能醫治」Power Healing 或稱葡萄園運動。

這個運動是由John Wimber 溫約翰在加州的Anaheim 帶領的葡萄

園團契開始的。葡萄園運動在不到十年時間就擴展全美，原因有三：

1) 他們回應當代的文化、潮流，對年輕人以「現代」的方式傳講
真理.

2) 他們受邀請到各地舉行研習班後，就地建立葡萄園團契。有
「擴展小組」專司建立新教會。

3) 許多地方堂會因不滿母會決定離開，後加入葡萄園的大家庭。



 John Wimber，溫約翰原來是貴格會牧師，1975年他與妻子帶領
的一個12人的家庭查經班，很快地隔年人數就增加到125人，有
如一個小教會，他們的教會不能忍受這種情形，要求他們離開。
1977年五月溫約翰開始了一個新的教會，之後到富勒神學院 教
書。

 Peter Wagner 韋那原在玻利維亞作了16年的宣教士，他接任Fuller
宣教學院院長後，回顧自己的宣教經歷，承認他以往的工作「甚
少增長」，他說：爲了迎接現今與將來的挑戰，他要使用任何可
用的資源。在1982年冬天，他邀請溫約翰開了一門課，專門講論
神跡奇事與教會增長的關係，很快成爲該學院最受歡迎，也最具
爭議性的課程。

 Fuller 神學院在1985年停了MC510的課程



 重新正視「世界觀」
當基督徒要把真理傳到異文化，需要一個能公開地接受和描寫
靈界的角度。西方的學術傳統是非常「唯理」的，對許多無法
用科學解釋的屬靈現象或屬靈爭戰是排斥地。甚至當我們要對
不同世代的人傳福音，往往也無法跳脫先入爲主的既定觀念，
而造成代溝、隔閡。

 靈恩運動不足之處：
1) 經驗高置於聖經之上
2) 誤用聖經：利用經文來使其經驗、解釋合法化
3) 高舉人的需要，個人的屬靈恩賜，而不是以神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