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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圣灵的记号
圣经中用 些很明确的记号 象征来比喻圣灵圣经中用一些很明确的记号、象征来比喻圣灵

1. 火 —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都说

我用水施洗，在我后面那一位…
马太、路加 都有提到圣灵与火，

圣灵是必要的因素，火是文学性的象征。

火在象征什么？火在象征什

洁净，用火来洗、比用水来洗更彻底

能力，徒二1-4 五旬节聚会的时候，能力，徒二1 4 五旬节聚会的时候，
圣灵浇灌下来，像火焰一样显现出来，

在表达神的大能在表达神的大能
感动，帖前五19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消灭就是把火熄灭的意思消灭就是把火熄灭的意思，

圣灵像火一样不要去吹熄他

2. 水 — 浇灌、供应、洁净

赛四四3 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水象征浇灌，滋润，原来的生命是干渴的，

圣灵浇灌 我们得到供应 得到滋润圣灵浇灌，我们得到供应、得到滋润。

约七37-39 主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圣灵像水，让我们得到滋润、就不再干渴
这种滋润不是暂时的，圣灵浇灌下来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约翰加上解释 —约翰加上解释

「活水的江河」就是讲信他的人要受圣灵。

林前十二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 位圣灵受洗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圣灵像活水的泉源，免费饮用、一生得到滋润。

多三5-6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得救的过程是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被洗干净、就被更新、就重生了 —
第二次从圣灵生下来，再一次的生命

圣灵的洗把我们洗干净，才有新生命，圣灵的洗把我们洗干净，才有新 命，

旧的生命是肮脏的



3. 风或气 — 生命、能力

创二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灵跟气是平行的，希伯来文、希腊文，通用的。

约三7-8 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时，说「必须重生」，约三7-8 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道时，说「必须重生」，
尼哥底母不懂重生，耶稣说：重生就像风一样，

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灵不是物质 看不见圣灵 怎么知道圣灵真的来了？灵不是物质，看不见圣灵，怎么知道圣灵真的来了？

就像风一样…，肉眼看不到，圣灵也是如此，

风代表能力风代表能力
风吹进亚当的鼻孔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风也代表生命 — 活起来了风也代表生命 — 活起来了，

不是一个不会动的躯体而已

约廿21-22 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这个气跟灵又是平行的

是一个事先的预告，到了五旬节那天，是 个事先的预告，到了五旬节那天，

他们才真的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

代表圣灵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代表圣灵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

徒二1-2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用风来讲圣灵，

有很大的能力临到使徒的身上。

4. 灯 — 光照、智慧

启四5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七是一个形容词，代表神的完美，

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圣经有很多次的根据…
创二2-3、七2、卅三3，
出十三6、廿九37，
利四6、八11，

都用七来表达上帝的完美。

灯是为了照亮，代表圣灵
可以让我们开窍、照亮心里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认识神跟神的心意。

启五6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光、灯、眼，有另外一个意思出现 —
看见、聪明的意思。看见 聪明

弗一17-19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知道 ，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启示的灵给人智慧聪明，

可以知道、…真知道可以知道、 真知道
 这就是光、灯、眼，让我们看明白了



5. 油 — 分别为圣，神的任命、供应、能力、教导、喜乐

赛六一1、参路四18 (引用赛六一1)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膏象征圣灵 — 圣灵的恩膏，有什么作用呢？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人的心灵被捆绑，因为神的道就得到释放、得到自由，

这是膏的作用 — 就是释放，

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教导、去布道

亚四1-14撒加利亚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
灯台上面有灯盏，是一个大碗，灯台上面有灯盏，是 个大碗，

下面有七盏灯，有七个管子通到七盏灯，
灯透过管子到灯盏那里，灯透过管子到灯盏那里，

灯有油的供应才可以点亮。

灯台两边有橄榄树，一棵在右边、一棵在左边，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

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殿敬拜要用橄榄油 左右树上就流过来圣殿敬拜要用橄榄油，左右树上就流过来了，

靠着神的供应，我们才能做圣工。

两棵橄榄枝在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
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旧约大祭司、君王都需要受膏，

代表神的灵膏抹 —神的灵膏抹
大祭司提供属灵方面的供应

国王提供老百姓生活上的供应国王提供老百 生活 的供应

都不能只靠自己的本事，都要依靠神，

油代表神的供应 —油代表神的供应
依靠神的供应，才能够完成圣工。

徒十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
拿撒勒人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圣灵的恩膏就是让人有能力，

圣灵跟能力是平行的

耶稣被圣灵恩膏，我们也该被圣灵恩膏灵

约壹二20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
并且知道这 切的事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从神受的恩膏让我们有聪明智慧。

出卅 在圣殿做圣膏油，去抹会幕、法柜、
桌子、器具，使这些东西都成为圣。桌子、器具，使这些东西都成为圣。

油的恩膏也有洁净的意思 — 分别为圣，

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 才是神所悦纳的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才是神所悦纳的，

这样我们才能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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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主的恩膏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四次提到恩膏，全本圣经出现 多次的就是这里，四次提到恩膏，全本圣经出现 多次的就是这里，

是教导、让我们明白，圣灵恩膏让我们明白真理。

现在最流行的是把恩膏跟医治放在一起 这个没有错现在最流行的是把恩膏跟医治放在一起，这个没有错，

可是约翰一书主要的意思不是医治，是听得懂神的道 —
肉体的医治是暂时的 肉体的医治是暂时的，

病好了还会再病、有一天都会死

从神的道得到属灵的医治 就永远不死 从神的道得到属灵的医治，就永远不死

这里四次提到恩膏，同一个含义 —膏
就是教训、就是能够明白神的道。



来一9 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耶稣 我们

耶稣十字架的任务太严重了耶稣十字架的任务太严重了，

如果不是神用无限的喜乐油来膏他，

他会受不了的他会受不了的。

因为他是无限者，所以恩膏是超过我们 —
我们是有限者 会被圣灵充满 我们是有限者，会被圣灵充满

 耶稣是无限量的

恩膏有喜乐的意思 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有喜乐恩膏有喜乐的意思，圣灵的恩膏让我们有喜乐。

总归纳，油有什么意思呢？

无论大祭司、君王都要受恩膏，

神任命这个人做他的仆人，有任命的意思神 命 个 做 仆 ，有任命 意

 有供应、有能力、有教导、有喜乐，这些含意

6. 鸽子 — 纯洁、和平

太三16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

彷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神的灵是灵 是物质 是 鸽子神的灵是灵，不是物质、不是一只鸽子，

那一天为了让人可以认出来，

有形的样子 像 降 来用有形的样子 — 像一只鸽子，就降下来了。

约一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约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
彷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鸽子是什么意思呢？鸽子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就是很纯洁…

太十16 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鸽子代表和平，当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

所表现的他是和平之子 —

赛九6b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赛九6b 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弗二16-17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 体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有双重的和平、和平的福音 —
 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本来是敌对，

现在和平、和好了

两下归为一体，两下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下归为 体， 是 外邦 ，

本来是敌对的，现在也和好了

7. 印 — 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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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盖上印章常常是在表达所有权…盖上印章常常是在表达所有权…
我书房有一大堆书是我岳父的、他是牧师退休，

每本书都盖着「○○○藏书」 表达是属于他的。每本书都盖着「○○○藏书」，表达是属于他的。

圣父不但把圣灵赐下在我们心里，

 是赐给我们 是我们的 是赐给我们、是我们的

 反过来也表达我们是属他的
印盖上去也就是一个印证 做凭据 原文叫做「质」印盖上去也就是 个印证、做凭据，原文叫做「质」，

 买东西的时候先付订金、押金

 借东西也要拿一个东西当做「质」 借东西也要拿一个东西当做「质」

这是一个凭据，保证我们是属他的、他属我们。



弗一13 你们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宣告所有权 — 我们是属神的，

也宣告这是一个印证、凭据、确据也宣告这是 个印证、凭据、确据…

启七2-3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

印了神众仆人的额。

表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人。

启九4 并且吩咐它们说，不可伤害
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 并一切树木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

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有印记就不会被伤害，表达神的保守。

林后三3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
不是用墨写的 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
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上。

神的灵不像颁布十戒，把律法写在石版上，

而是写在我们的心版上而是写在我们的心版上
印，也不要以为像 启示录 所讲仆人的额头上，

那是异象中看到的 文学性的象征那是异象中看到的，文学性的象征

我们是基督的一封信，用神的灵写成的，

那是写在我们的心版上 —
不是我信神而已，

也包括信的内涵、信的对象，

我们信耶稣基督、信三一神、信的教义…，

都刻在心版上了！

8. 保惠师 paraklētos — 帮助者、教导者、陪伴者

在旁边的意思 有教导的意思para 在旁边的意思，klētos 有教导的意思，

 在旁边随时教导、叮咛，有安慰者的意思，

英文通常翻成 是帮助者英文通常翻成 Helper，就是帮助者
 替我们辩护，就是辩护者，还有代祷者的意思

约十四16-18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

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表达同在 保惠师就是在旁边 也在我们心里表达同在，保惠师就是在旁边，也在我们心里，

不但是帮助者、也是我们的主导者
学习整天 全天候的 都随时保持与神同在学习整天、全天候的，都随时保持与神同在
以马内利最具体的来说 —

随时仰望神的灵帮助我们 随时亲近他随时仰望神的灵帮助我们、随时亲近他，

就会体会到保惠师的宝贵跟保障。

徒二1-4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 阵大风吹过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9. 舌头 — 口才、方言

「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别国的话来」，

是表达一种属灵的口才 — 从神的灵

得到讲道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

属灵的口才、方言的能力，

都是用舌头来做象征都是用舌头来做象征，

 我们不是靠天然的口才就可以服事神

 被圣灵洁净过 圣化的舌头 像 被圣灵洁净过、圣化的舌头，像

以赛亚书说受教的舌头，才有属灵的用处跟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