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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论圣灵论
1. 圣灵论的重要性

我们以前谈过西敏信条，

圣灵很简单的带过去了，

因为在那个时代英国清教徒改教之后，

英国教会对圣灵论没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在近代、现代的教会，圣灵论有很多的争议…
圣灵论如果弄清楚，有很大的祝福，

为了厘清这些争议，学习正确的圣灵论领受祝福，为了厘清这些争议，学习正确的圣灵论领受祝福，

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 —
错误的圣灵论带来教会分裂 很多的副作用错误的圣灵论带来教会分裂、很多的副作用
正确的圣灵论带来教会的合一、

而且对教会和个人带来很大的祝福而且对教会和个人带来很大的祝福
从这一讲开始就，要分八次讨论圣灵论。

2. 认识圣灵论的困难

1) 圣灵在三位一体里比较降卑、隐藏自己：

圣经很少特别介绍圣灵，只是顺便提到圣灵，

2) 过与不及：圣灵是上帝，再多追求也不算过份，

一千多章中，没有一章专门在讲圣灵

) 过与不及 圣灵是上帝，再多追求也不算过份，

但不好好研读圣经的圣灵论，

只是追求某些圣灵的恩赐跟现象，追求中产生经历，只是追求某些圣灵的恩赐跟现象，追求中产生经历，

用经历来解释圣经、表达圣灵论，就会产生偏差…
有一些对圣灵的追求偏重经历或恩赐，有 些对圣灵的追求偏重经历或恩赐，

甚至当做绝对的教义在教导，就产生偏差
非圣经的灵恩会产生一些偏差跟副作用非圣经的灵恩会产生 些偏差跟副作用，

就让某些教会把灵恩当做不好的，

忽略圣经的灵恩 忽略的圣灵的恩赐忽略圣经的灵恩、忽略的圣灵的恩赐，

会变成很不活泼，又造成一个不及了

3. 学习圣灵论的态度
滕近辉牧师 香港教会很重要的领袖滕近辉牧师 — 香港教会很重要的领袖，

有一次花十个小时讲圣灵论，

开头就讲到态度的问题一开头就讲到态度的问题…
我们追求圣灵，

是把他当做 股能力 来增加法力是把他当做一股能力、来增加法力，
还是搞清楚圣灵是上帝…
只把他当做一个能力，

我们会问怎样多得着圣灵、使用圣灵

如果弄清楚圣灵不是一股能力而已，

圣灵是上帝、是有位格的
 我们就会反过来问 — 应该如何

多被圣灵得着、多被圣灵使用，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4. 从八方面认识圣灵：怎么学习才是比较稳当的？

在 同的宗派中大家来信服可以在不同的宗派中大家来信服？

1) 从神论看圣灵 — 圣灵是上帝，
在 位 体 的角色 特性在三位一体里面的角色跟特性

2) 从启示论看圣灵 — 圣灵把圣经启示出来，
个 完圣经四十几个作者得到圣灵的默示，把圣经写作完成

完成之后有圣灵的光照、教导，

我们才能在读经的过程明白上帝的启示

在教会历史、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圣灵也在做渐进的启示，例如 —

初期教会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渐渐的确定新约正典，初期教会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渐渐的确定新约正典，

 三一神论、基督的神人二性一位格，有比较清楚的共识

 在圣灵的保守下 好好查考先知、使徒、新约作者 在圣灵的保守下，好好查考先知、使徒、新约作者

所领受的启示，然后才得到共识，这就是渐进的…

宗教改革时，中世纪教会累积很多弊病跟偏差，改革之后，

个人最重要的因信基督称义 个人最重要的因信基督称义
 关于教会论最重要的人人皆祭司

基 经是最高权威 弄清楚 信仰的基础圣经是最高权威，弄清楚了

这些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或其他改教家的创见，

重是回到圣经重新发现、起初就很明确而重要的核心真理

过去三四十年到如今还有圣灵论方面的争议，

经过争议跟过程中发现所谓的灵恩或圣灵的恩赐，

实际应用跟圣经的教导，从其中得失、利弊、是非，实 应 导， 其中得 弊 非，

也会产生很多的肯定跟否定 —
清楚了圣经的灵恩，发现一些是非圣经的，清楚了圣经的灵恩，发现 些是非圣经的，

做过省察、调整以后，教会界对圣灵论
也渐渐的会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渐渐的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就是圣灵继续在教会当中做渐进的启示。

3) 从人论看圣灵 — 我们信主的过程，

从没有信 到信 信了以后成圣 称义从没有信、到信，信了以后成圣、称义，

领受圣灵的过程 — 圣灵的洗与浇灌、圣灵充满、
的恩 的引 教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引导、教导…

 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过程，圣灵是什么样的角色

4) 从教会论看圣灵 —
教会的诞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

诞生以后，教会的发展、教会的事奉，

有圣灵的恩赐、引导、设立同工…圣灵 设
教会扩展就是宣教方面，圣灵拣选宣教士、

把异象赐给宣教士、赐给教会…，把异象赐给宣教士、赐给教会 ，
让教会可以继续扩展

教会从诞生、日常的运作到往普世的发展，教会从诞生、日常的运作到往普世的发展，

圣灵做了非常重要关键的工作

5) 专题查考— 一些跟圣灵论有关基本的名词，

譬如 受圣灵 圣灵的洗 浇灌 充满 恩赐 方言譬如：受圣灵、圣灵的洗、浇灌、充满、恩赐、方言…
可以做专题的查考跟归纳，

会对 灵论有比较明确 有系统的认识会对圣灵论有比较明确、有系统的认识

6) 圣灵的象征 — 圣经用一些象征、记号，像

水、风、鸽子、保惠师…，会对圣灵有更完整的认识

7) 从旧约来看圣灵 —) 旧约
新约只占圣经不到 1/3，可是 2/3 的圣灵在新约，

旧约的圣灵 常常只是临到有任务的人旧约的圣灵 常常只是临到有任务的人

或某些特别亲近神的人身上

新约的圣灵 普遍的浇灌在神的儿女身上，新约的圣灵 普遍的浇灌在神的儿女身上，

有很明显的差别

时间原故 旧约的圣灵先略过去时间原故，旧约的圣灵先略过去，

因为新约是更清楚、更丰富、更直接的



8) 从教会史看圣灵 — 属于教会历史中的分类史，

灵恩运动史可以从里面来做 些检讨灵恩运动史可以从里面来做一些检讨…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读教会史的过程特别注意，

看 是非 得 弊可以看见是非、得失、利弊，

也得到很多的心得跟启发

圣灵论会有那么大的争议，

 因为有些人常常以偏概全 断章取义 因为有些人常常以偏概全、断章取义

如果我们用这样比较广的、完整的角度来看跟归纳，

会对神的启示就像保罗 腓立比书第二章 提醒会对神的启示就像保罗 腓立比书第二章 提醒 —
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愿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用祷告的心、

仰望圣灵的本身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在这八次过程有丰富、深刻、完整的学习。

一、从神论来看圣灵
在三 神论已经提到圣灵在三位 体里的角色跟特性在三一神论已经提到圣灵在三位一体里的角色跟特性…

1. 圣灵是上帝：虽然常常排在圣父、圣子之后，

但绝对不是小一号、小两号的上帝 —
真神的本性跟圣父跟圣子是完全相同的

他的权能、荣耀，跟圣父、圣子一样，

都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
都是自有永有、都是最尊贵、完全圣洁，

一同创造这个世界的
真神的属性圣灵完全拥有没有丝毫逊色

1) 圣灵就是上帝1) 圣灵就是上帝

林前三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赛六9 上帝跟以赛亚说，他传道时很多人不愿意好好的听道，

主的声音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主的声音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徒廿八 保罗引用以赛亚书跟当时

拒绝听福音的犹太人讲 — 这是圣灵说的：
「圣灵借着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明明以赛亚书说是主说的、耶和华说的，

保罗引用却说是圣灵说的，其实圣灵就是上帝！

2) 圣灵是造物主

起初神创造 地创一1-2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圣灵在，一起创造的。

3) 圣灵是至高者
亵渎圣灵 不得赦免太十二亵渎圣灵，不得赦免

徒五 亚拿尼亚夫妻同心欺哄圣灵，当场倒毙
圣灵是 高者 轻慢不得的圣灵是至高者，轻慢不得的

4) 奉他的名施洗 — 大使命 洗礼4) 奉他的名施洗 大使命，洗礼
太廿八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

这三位是平行的这三位是平行的

5) 奉他的名祝福
林后十三14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祝福 —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三个一起提到，这是平行的，

表示圣灵是上帝



2. 圣灵不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灵永远是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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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担忧，如果我们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

会用强烈的爱来爱我们会用强烈的爱来爱我们，

雅各书恋爱至于忌妒 —
爱到一个程度，看见我们去跟随

错误的灵、错误的教导，

会有愤恨之心，不愿意我们受害

有自己的位格、自己的特性，

可是在意志上跟圣父 圣子完全一致可是在意志上跟圣父、圣子完全一致，

没有丝毫的意见不合和冲突

3. 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

跟圣父 圣子互相交往 彼此同在跟圣父、圣子互相交往、彼此同在
三个位格是各自存在，可是又永远同在，

自 是 存在虽然他自己的位格，但不是独立存在，

我们不会觉得是三个分开的神，

他们显出一种奇妙的合一

4. 圣灵跟圣父、跟圣子有分工合作的关系

在救恩上，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感动
在创造上，圣父规划、圣子执行、圣灵孕育 —， 执 圣灵

神创造天地时，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像母鸡孵鸡蛋，万物就被造出来像母鸡孵鸡蛋，万物就被造出来

在施洗，耶稣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洗 —
徒二 就应验了，圣子升天，徒二 就应验了，圣子升天，

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圣徒施洗

5. 圣灵在三位一体里的特性
圣子自愿降卑 圣灵自愿降的更卑 自愿比父 比子小1) 圣子自愿降卑、圣灵自愿降的更卑，自愿比父、比子小，

被父、被子差派，不是真的比较小，是甘愿降卑

圣子把看不见的圣父 灵把圣子彰显出来2) 圣子把看不见的圣父、圣灵把圣子彰显出来 —
约一32-34 当耶稣受洗时，圣灵降在他身上，

拿撒 稣就把拿撒勒人耶稣彰显出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

约十四25-26 耶稣应许保惠师要来，会让我们想起
耶稣所讲过的一切的话，圣灵把圣子的心意彰显出来。

约十五26 圣灵来了，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来要为我做见证。
约十六14 圣灵来，他要荣耀我、他要把受与我的告诉你们。

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乡下人很多人瞧不起的，圣灵把他灵

 彰显出来、把他的荣耀表现、证明出来，让人看见

 把他从圣子所领受的告诉众圣徒把他从圣子所领受的告诉众圣徒

可以看见圣灵在做荣耀圣子这个工作

3) 圣灵也称为神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

不要误解圣灵只是附属品 附件而已不要误解圣灵只是附属品、附件而已，

 手表，表带只是附属品
灵是神的本身圣灵是神的本身，

称为神的灵，是他甘愿做下属

4) 四福音屡次应许 — 我们要受圣灵的浇灌4) 四福音屡次应许 我们要受圣灵的浇灌，

提多书保罗做结论说：

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神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把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

圣灵让圣子利用他来浇灌我们圣灵让圣子利用他来浇灌我们，

圣子已经升天，

却把圣灵赐下来 浇灌在我们身上却把圣灵赐下来、浇灌在我们身上



二、从启示论来看圣灵
1 圣灵与默示1. 圣灵与默示：

定义︰神的灵特别保守某些人，毫无失误的、

把所领受的特殊启示传达出来成为圣经把所领受的特殊启示传达出来成为圣经
神吹气，神的灵感动作者，把圣经写下来

提后三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有四十几个作者 当然是领受默示的圣经有四十几个作者，当然是领受默示的，

 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直接跟作者讲的

 也有一些人领受默示 很准确的传达给作者 也有一些人领受默示，很准确的传达给作者，

让作者正确的了解，然后写出来成为圣经

路 路加写路加福音时有去详细的考察路一 路加写路加福音时有去详细的考察…
圣灵直接保守路加，也保守把内容告诉路加的人。

2. 圣灵与光照 — 圣经写出来之后，

圣灵进 步的工作 读经的人才 真 的明白圣灵进一步的工作，读经的人才可以真正的明白，

约十六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圣灵在圣经写作完成之后 在众信徒圣灵在圣经写作完成之后，在众信徒、

神众儿女的心中做教导的工作。

救恩之道是什么呢？救恩之道是什么呢？
林前二9-12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把这救恩之道启示出来，成就在耶稣身上

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也施行在我们身上

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样的救恩呢？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那参透万事的圣灵让我们明白 我们就明白了那参透万事的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明白了。

保罗用这样的比喻 —
除 在人 头的 谁能知道人的事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

虽然有人说他的狗多么有灵性，

 实际上它不能真正懂人的事情

 要有人的灵才能明白人的事情

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 恩 给我们的事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保罗从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 —
我们能够明白，最核心的就是圣灵的光照
 信主以后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 神 意，

要仰望圣灵继续做光照的工作

3. 圣灵与渐进的启示

彼后一19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晨星出现就是已经天亮晨星出现就是已经天亮，

从黑暗到天渐渐的亮、到最后完全亮，

 我们渐渐的从不太清楚 到比较清楚 我们渐渐的从不太清楚、到比较清楚、

到很清楚，也就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让教会在历史的过程中 继续寻求神圣灵让教会在历史的过程中，继续寻求神，

就渐渐的更完整认识真理、认识神的心意

这是圣灵在我们人生的过程、教会历史的过程，

让基督徒、让整个教会，

渐渐的在各方面更完整的明白神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