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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人论来看圣灵

1. 圣灵与归正— 人离开神以后，怎么回转归向神呢？

那是圣灵的光照…

约十六7-8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
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人为自己的罪找各种借口、理由、说法来脱罪，

怎么会认罪呢？这违背我们罪人的本性，

 能够这样自责，这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

圣灵的光照→

我们才会懊悔、才会真的向神悔改

我们能够回头，不是只有向神悔改而已，

进 步就是接受耶稣进一步就是接受耶稣— 也是圣灵做的…

林前十二3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圣灵感动 ，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真正的信主 除了向神悔改 就是接受耶稣真正的信主，除了向神悔改，就是接受耶稣 —
不是接受有一个耶稣而已，是接受他做我的救主。

约一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接待

帖后二13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圣灵的感动→动
真正信主、接受救恩之道，然后得救了。

归正的过程不但向神悔改、接受耶稣，

而且圣灵做进一步的印证…

罗八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罗八9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人 没有 灵就 属 。

圣灵在我们信了以后，住在我们里面，做得救的证据。

林后一21-22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
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圣灵像膏油、像印章，

圣灵的记号 是信了 后的确据圣灵的记号，是信了以后的确据。



2. 圣灵与成圣
信的时候已经成圣 确定性的成圣信的时候已经成圣 —确定性的成圣

信主之后继续追求成圣，

地位上突然成为圣洁 称义 地位上突然成为圣洁、称义…
 也在圣灵引导、教导、感动的过程，

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思想、情感、意志，

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成熟、越圣洁，

叫渐进的成圣，圣灵做了好几方面很重要的工作…

1) 圣灵的引导) 导
罗八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加五18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 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我们不是在律法以下被定罪，

是在恩典之下已经蒙赦免了是在恩典之下已经蒙赦免了

 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进一步的成圣

2) 圣灵的教导 圣灵

约壹二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句话不要误解了这句话不要误解了—
 如果都不用人，我们也不用上课了

圣经屡次提到有教师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圣经屡次提到有教师的恩赐、教导的恩赐，

「不用人教导」是一种文学性的夸张、强调，

圣灵才是随时可以帮助教导我们 完美的教师圣灵才是随时可以帮助教导我们、完美的教师
 地上的老师有时候要找找不到，

圣灵却是完美的什么都知道圣灵却是完美的什么都知道

约十六13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圣灵 ，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3) 圣灵的代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罗八26-27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4) 圣灵的坚固— 在患难中成长

弗三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我们碰到很多的考验、艰难、攻击、毁谤…

罗五3 5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患难生忍耐罗五3-5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神的爱大过患难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爱大过患难，

我们就胜过患难，比以前更刚强，在患难中就满有盼望。

5) 圣灵的成全

加三2-3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么？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么？

圣灵要帮助我们不但入门，而且可以成全，

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成熟。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成熟。

结卅六27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但知道要听话、也可以做到，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但知道要听话、也可以做到，

 那些不听话的，受到很严重的亏损、被定罪，

不知道要听话吗？都知道 却做不到不知道要听话吗？都知道、却做不到

 我们怎么做到？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6) 圣灵的充满— 灵命就更加完全、成圣的路更进一步。

弗五18-22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徒二 五旬节那天，他们一信耶稣就被圣灵充满了，
是不是只有一次被充满就够了呢？不是的 —是不是只有 次被充满就够 呢 不是的

已经信的，还要继续追求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的表现可以用…赞美主，圣灵充满的表现可以用 赞美主，

赞美是非常丰富的、用各种方式、丰富的内容 —
歌颂神的话语、旋律，彼此对说、互相启应，歌颂神的话语、旋律，彼此对说、互相启应，

口唱心合、彼此同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

 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一些后果 这些都是圣灵充满的 些后果

 也可以彼此顺服

7) 圣灵的果子

加五22-23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信实、温柔、节制。

是因为圣灵多次多方是因为圣灵多次多方、

长期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

最后我们成为一个结出圣灵各样果子的人最后我们成为一个结出圣灵各样果子的人。

我们从没有信 到信我们从没有信、到信，

从信、到成长、到成熟，

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

四、从教会论看圣灵
1 圣灵与教会的诞生1. 圣灵与教会的诞生 徒二

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在当场所有信的人身上，
他们 时被 充满 教会 式成立他们同时被圣灵充满，那一天教会正式成立。

所以教会的诞生，是圣灵强烈的作为

2. 圣灵与教会事奉

1) 圣灵赐下恩赐)
2) 圣灵引导教会

正面引导 — 徒十一引导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面 引导 得 哥

负面引导 — 徒十六拦阻保罗去亚细亚、庇推尼

教会要做的圣工并不是我们先决定了，再请圣灵来帮助，教会要做的圣工并不是我们先决定了，再请圣灵来帮助，

 要寻求圣灵引导— 可以做规划，但是心要向上帝开放
 如果神的意思跟我们不一样 神的灵会感动引导我们 如果神的意思跟我们不 样，神的灵会感动引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他开路、或者是他关门

3) 圣灵设立领袖
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集合 跟他们说徒廿28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集合，跟他们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长老就是监督 就是教会的领导 负责人长老就是监督，就是教会的领导、负责人，

「长老治会」主要就是根据这样的教训

彼得包括保罗、彼得，

都有提到长老们负主要的责任

我们有时用选举的方式，我们有时用选举的方式，

但不要忘了选举之前都要存着

寻求神、依靠神的心态寻求神、依靠神的心态，

才能照神的旨意、

选出神所拣选的人选出神所拣选的人。



4) 圣灵成就圣工

帖前一5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

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

福音能够传到帖撒罗尼加，福音能够传到帖撒罗尼加，

 不是只有保罗这些宣教士所讲的话语而已

 更在乎的是神的权能、圣灵的感动 更在乎的是神的权能、圣灵的感动

可以看见福音的成就是圣灵的工作。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亚四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撒迦利亚书告诉以色列宗教领袖、政治领袖，

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靠 和华 灵 成事

圣工的成就是圣灵的成就，不是我们自己所成就的。

5) 圣灵使圣徒合一

弗四3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 的心。

教会要追求合 并 是靠我们去追求合教会要追求合一，并不是靠我们去追求合一，

更是在追求之前，

上帝已经赐 本钱 本能上帝已经赐下本钱、赐下本能 —
 信主的人里面有圣灵
圣灵贯乎众人之间

大家一起来寻求圣灵的引导、

依靠并顺从圣灵的感动，

会越来越合一的。

3. 圣灵与教会扩展— 圣灵与宣教

1) 得到异象

徒十彼得蒙指示去哥尼流的家，

圣灵让他看见异象，

得到圣灵的指示 — 要去外邦人的家

 按照彼得原来的观念是不会去外邦人的家，

因为把外邦人都当做不洁净的邦 都 不洁净

徒十六6-10保罗听见马其顿呼声，

细 庇推尼他想要去亚细亚、想要去庇推尼，被圣灵拦阻，

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

原来马其顿有一批人已经准备好要听福音了，

圣灵就让保罗看见异象、听到马其顿呼声，

就过去那边，到腓立比、还有其他的城市。

2) 得着能力— 如果只有异象、没有能力，

有爱传福音 却没有能力 那真的是爱莫能助只有爱传福音、却没有能力，那真的是爱莫能助…

徒一8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 在 ， 就 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有异象又有能力

保罗对过去二十年的事奉，做了一个总结 —

罗十五18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
我什么都不敢提，

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 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最关键的是圣灵的能力



3) 得到勇气— 宣教的过程有很多艰难，需要勇气…
徒十三8-10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到了塞浦路斯岛，

岛长 — 圣经提到的方伯，差不多要信主了，

行法术的以吕马抵挡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让他变瞎，他就不敢再作怪了。

徒廿22-24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前面有危险跟患难，

有捆锁 — 要被补下监，可是他说：有捆锁 补 ， 是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只 ，

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
22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是圣灵的指示他就不害怕，

有患难等待着他，他还是勇敢的向前行。

主耶稣曾说：我们去传福音好像是羊到狼群里主耶稣曾说：我们去传福音好像是羊到狼群里，

当然不是去送死，要靠圣灵给我们的勇气才有办法对付。

4) 得到差派— 宣教需要宣教士

徒十三2-4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
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差派并不是教会自己差派，是圣灵的差派，

要有圣灵的感动、差派，才可以做的长久，

伟大的牧道家慕迪 年老的时候曾说：

要有圣灵的感动、差 ，才可 做的长久，

要不然很短的时间就会撤退回来了。

伟大的牧道家慕迪，年老的时候曾说：

如要靠我的口才去传福音，

我一个礼拜就要跟上帝辞职了；我 个礼拜就要跟上帝辞职了；

但是如果是圣灵的差派…
后来慕迪一生都蒙主重用后来慕迪 生都蒙主重用。

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他那么伟大，

但是只要好好祷告 求圣灵差派 就会看见但是只要好好祷告 —求圣灵差派，就会看见

圣灵所打发的、会到处去做成神要他完成的宣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