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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神學(3) & (4) ：認識聖靈 
 

A) 認識聖靈的神聖位格 

1) 是三而一神中的一位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就是真理的聖靈…(約 14；16-17)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太 28：19) 

2) 有其獨特位格 

 祂會為人擔憂(弗 4:30)，會管理人的生活行動(徒 16:6-8)，會為人代求(羅 8:26)，會

對人說話(徒 10:19)，會為人定意(徒 15:28)‧…… 

 人也可能會欺哄聖靈(徒 5:3)，褻瀆、干犯聖靈(太 12:31-32)，會消滅聖靈的感動 (帖
前 5:19)，…… 

B) 聖靈的賜下 (使 2：32-33，路 24：49，約 14：16-17，26，16：7-8) 

1) 因著父神的應許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舉、又從

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徒 2:32 - 2:33)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

能力。(路 24:49)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

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

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約 14:16 - 14:17) 

2) 因著基督的得勝 - 受死，復活與升天 

 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

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 14:26)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

來．我若去、就差他來。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

己．(約 16:7 - 16:8) 

C) 聖靈的得著 (使 2：38-39，弗 1：13-14) 

         ─ 悔改、信主、重生得救之後 

         ─「後是膏油，先是血」：器皿若不先潔淨，聖靈不充滿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

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的  (徒 2:38 -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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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 神之

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稱讚。(弗 1:13 - 1:14) 

D) 聖靈賜下的目的 

1) 榮耀  神的兒子 - 為 神的兒子作見證(約 15：26-27，16：14-15) 

─ 一切的神蹟、奇事，大能作為，人心改變，啟示…都為榮耀 神的兒子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

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 15:26 - 15:27)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約 
16:14-15) 

 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他作君王、作救主、….我們為這事作見證． 神賜給順

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徒 5:31-32) 

 因為豫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 19:10) 

2) 帶領   神的兒女進入一切的真理 (約 16：13-14，林前 12：7) 

─ 一切的應許、真理、屬靈福份…都因著聖靈內住與運行成為真實。 

a)  使主和我們的關係變得真實且深入 (林前 3：16-17，6：17，19；林後 3：16-18) 

 我們..就是聖靈的殿 - 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我們裏頭 

 主就是那靈 - 我們可以敞著臉瞻仰主的榮光，被祂改變 

 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b) 幫助我們進入並承受神一切應許和全備的救恩 

(約 14：26，16：13-14；林前 2：9-13，12：7；約 7：37-39)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 12:7) 

 保惠師、就是…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

們所說的一切話。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他要

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約 16:13 - 16:14) 

 神那豐盛且全備的救恩- 只有 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 (林前 2：10) 

  “除了 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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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使我們能活出『大誡命』與『大使命』 

(結 36：26-27，弗 3：20，羅 8：4，5：5，徒 1：8)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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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 "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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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完成  神的旨意 

a) 將眾子模成神兒子的模樣  

(1) 聖靈是印記、是質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

〔原文作質〕直等到 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弗 1:13-14)  

(2) 聖靈從外面的製作 

 聖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

他兒子的模樣...．又叫他們得榮耀。(羅 8:26 - 30) 

(3) 聖靈從裡面的變化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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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 3:17 - 3:18) 

b) 建立基督的身體 (林前 12：13，弗 4：11-16) 

 ─ 賜下各種恩賜，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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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2:13)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這人蒙聖靈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

這位聖靈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

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林前 12:7 - 12: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

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

身量 (弗 4:11 - 4:13) 

c) 預備新婦，迎接主的再來(弗 5：26，啟 19：7，22：17) 

 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可以獻給自

己、乃是聖潔沒有瑕疵 的。(弗 5:25 - 5:27) 

 王女在宮裏、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繡的。她要穿錦繡的衣服、被引到

王前 (詩 45:13 -14)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

備好了。(啟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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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

丈夫。 (啟 21:2  ) 

 聖靈和新婦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啟 22:17) 

E) 聖靈裡主要的經歷 

1) 重生得救 

a) 悔改 

 保惠師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 16：8)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

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

們 神所召來的  (徒 2:38 - 2:39) 

 所以我告訴你們、…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林前 
12:3) 

b) 重生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 神的國。 …人

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

生的、就是靈。 (約 3：3-6) 

 他救了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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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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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6:11)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 神的兒女．(羅 8:16 ) 

2) 聖靈內住(林前 6：19，結 36：26-27) 

a) 客觀上─與(1)同時發生 

b) 主觀上─需被聖靈開啟，真看見且常活在其中 

(包括：恩膏的教訓，聖靈裡的禱告，光照，安慰，指引，供應，同在同行….)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

的… (林前 6:19-20)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神的殿是聖的、這殿

就是你們。(林前 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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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36:26-27) 

c) 主要的經歷包括 

(1) 恩膏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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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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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2：27) 

a) 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弗 4：30) - 要順服祂的要求和禁止 

b) 不要銷滅聖靈的感動(帖前 5：19) - 要接受、配合祂的運行 

(2) 隨從靈而行 

(a) 聖靈的運行是主動、積極且實在的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加 5：16) 

 神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的．(弗 3：20) 

(b) 經歷聖靈運行的條件 - 人的「信而順服」 

 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羅 8：5-
6)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羅 8：4) 

(c) 「隨從靈而行」的生活 

(i) 不給魔鬼留地步 (弗 4：27) 

 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

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羅 8:12-13  ) 

(ii) 順著聖靈撒種 (加 6：7-8) 

 不要自欺...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聖靈撒種的、必

從聖靈收永生。  

(iii) 靠著聖靈行事 (Walk in/by the Spirit)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加 5：25) 

(3) 聖靈裡的禱告 

(a) 在聖靈裡，在神聖的同在中禱告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

求、...(弗 6:18)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

告、...(猶 20) 

(b) 用靈禱告 

 我若用方言禱告、是我的靈禱告．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我要用靈

禱告、也要用悟性禱告．我要用靈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林前 
14: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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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林前 6:17) 

(c) 聖靈親自替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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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26) 

3) 聖靈的管治 - 最大的受恩之法 

a) 聖靈照著  神的旨意替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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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27) 

b) 聖靈調度萬事，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羅 8：28-30) 

   ─拆毀舊造，建立神兒子的生命與性情在我們裡面。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

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4) 聖靈充滿 

a) 聖靈充滿的意義 

   ─ 是聖靈內住經歷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擴大和滿溢 

b) 聖靈充滿的結果 

(1) 使人『與主更親，愛主更深』 

(2) 使人得著更豐盛的生命與能力 

c) 聖靈充滿的重要 

(1) 是聖徒生命被改變，過得勝生活的重要經歷 

(2) 是聖徒蒙福 - 享受「聖靈全備祝福」的重要秘訣 

(3) 是聖經的命令 - 「要被聖靈 (不斷地) 充滿」(弗 5：18)  - 是現在式的命令語句 

5) 聖靈澆灌 

a) 聖靈澆灌的意義 

 為著事奉上，見證福音上，或爭戰、試煉上特殊的需要，聖靈將上頭來的能

力或特別的恩賜臨到祂所使用的器皿身上。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

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 (徒 10:38)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 
(羅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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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聖靈澆灌的果效 

(1) 得著上頭來的能力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或作:
穿上)從上頭來的能力 (路 24:49)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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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1:8) 

(2) 得著特殊的恩賜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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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徒 
2:1 - 2:4) 

c) 聖靈澆灌的得著 

(1) 聖靈獨行奇事的作為 

(2) 為著事奉、福音、爭戰、試煉上特殊的需要 

(3) 聖徒、教會迫切禱告，渴慕的結果 

F) 聖靈的幾種主要表號 – 水/火/風/膏油/鴿/印記/甘露/雨/… (請自行研讀) 

G) 聖靈賜下的主要恩賜 – (請根據羅 12:6-8, 林前 12:28-31,弗 4:11-12 自行研讀) 

H) 幾件當注意的事： 

1) 聖靈裡一切的經歷都須以聖經真理為根據 

2) 所有的經歷都必須是為了更深得著主且被主所得著，而不是重在經歷的本身。 

3) 聖靈是隨己意將恩賜分給人，所以千萬不要強求、模仿、嫉妒、論斷…別人的恩賜

與經歷 

4) 聖經教導我們「要被聖靈充滿」，所以不要因為有些不正常、偏激或錯誤的表現而

拒絕或害怕讓聖靈工作 

5) 不是所有的神蹟、奇事(signs & wonders)都可相信，尤其到了末世，許多假先知甚至

假基督都會出來，且能行各樣大神蹟、大奇事， “若是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太
24：24)。同樣也不要隨便去論斷一些你我個人不讚同的表現，以免我們干犯聖靈 - 
除非他們明顯地違背了聖經的真理，對神兒女們造成混亂或傷害。(太 12：31) 

6) 清心追求主是得著聖靈充滿的秘訣─當我們不把注意力放在周圍的人事物，自己的

光景、思想、感覺…而更全人、全心、全愛都集中在耶穌身上，用一顆單純、渴

慕、敞開的心，憑信與主交通時，就常會經歷到被浸透在聖靈的同在與運行裡。 

7) 聖靈充滿，靈浸經歷中最中心的感覺就是「遇見主」，浸透在 祂的同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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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反應可能不同，所以不用模仿，不用比較，不限制自己，不受人攪擾，更不要

評論別人，要讓聖靈自由運行。 

8)  聖靈充滿和靈浸的經歷都會叫我們的事奉和見証充滿上頭來的能力，最終的目的就

是為了「榮耀基督」    

9) 要特別為那些有顯著聖靈恩賜者禱告 

a) 不被人意驅使，不用人手掺雜或被仇敵破壞 

b) 完全在聖靈掌管下來使用恩賜，使人真得益處(林前 12：7) ，教會得著建造 

10) 聖靈與十架乃相輔相成 

 更深、更多的十架帶下更多的聖靈祝福，而常被聖靈充滿的人，必然也會更忠

心、更甘心、更有力的走十架道路 

 真實的聖靈經歷必然會帶下生命的更新與變化，必然會結出更多聖靈的果子 

(加 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