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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靈在新約的⼯作

1. 悔改（約16:7；徒5:31-32；提後2:25）

2. 相信（林前12:3）

3. 重⽣（約3:3—）

4. 靈洗（林前12:13；可1:8；徒1:5）

5. 內住（約14:16；弗1:13）

6. 引導（約16:13；羅8:14）



三、聖靈在新約的⼯作

7. 治死（羅8:13）

8. 釋放（羅8:2）

9. 充滿（弗5:18；徒2:4；4:8, 31；6:3）

10. 恩賜（羅12:6-8；林前12:8-11；弗4:11）

11. 果⼦（加5:22-23）

12. 能⼒（徒1:8；林前2:4）

（成聖）



四、『聖靈論』在教會歷史中之發展

1. 由初代⾄尼⻄亞⼤會：(AD30-325) 

2. 由尼⻄亞⼤會⾄改教運動：(AD325-1517) 

3. 改教運動⾄第⼆⼗世紀



四、『聖靈論』在教會歷史中之發展

1. 由初代⾄尼⻄亞⼤會：(AD30-325) 

1) 在聖靈裡的經歷多於論聖靈的教義 

2) 孟他努主義（Montanism, AD150）反呆板化，求聖靈

恩賜、重⽅⾔、預⾔、苦修、狂熱 

3) 尼⻄亞信經：『…我信聖靈、是主、是賜⽣命者，從⽗

⽽出；與⽗和⼦同受敬拜與尊榮，曾藉先知們說話』



四、『聖靈論』在教會歷史中之發展

2. 由尼⻄亞⼤會⾄改教運動：(AD325-1517) 

1) 奧古斯丁（AD354-430），三位⼀體教義已形成：『聖⽗、聖⼦

及聖靈有著完全相同的本質，三者乃不可分割，但卻⼜是有獨
立的位格』 

2) 拖雷都⼤會（Synod of Toledo, AD589）『…聖靈是從⽗和⼦⽽

出…』 

3) 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 AD1090-1153）（⻄⽅神秘主義⿐

祖）強調唯靠聖靈能⼒才能真正禁慾、苦修，過敬虔的⽣活。



四、『聖靈論』在教會歷史中之發展

3. 改教運動⾄第⼆⼗世紀：
1) 改教運動（AD1517）『要⾓』如路德、加爾⽂、慈運理

等皆注重聖靈使⼈悔改、信主、重⽣、內住、成聖並引
導明⽩聖道，故信徒皆祭司。 

2) 衛斯理主義（AD1730-1791）強調已被聖靈重⽣的基督

徒，要追求『聖靈的第⼆次福份』，⽽除盡罪性，以致
『完成成聖』。 

3) ⼆⼗世紀的數波靈恩運動



四、『聖靈論』在教會歷史中之發展

3. 改教運動⾄第⼆⼗世紀：
1) 改教運動（AD1517） 

2) 衛斯理主義（AD1730-1791） 

3) ⼆⼗世紀的數波靈恩運動 
A. 第⼀波（五旬節運動, AD1901）『靈⽣』後追求『靈洗』⽽說⽅⾔。 

B. 第⼆波（AD1950）主流教派，天主教中之靈恩運動。 

C. 第三波（AD1980）權能佈道、神蹟、奇事、醫病、預⾔… 

D. 第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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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靈神性的證明



⼀、聖靈的位格

1. 符類福⾳及使徒⾏傳（88次）；約翰福⾳（16次）；保羅書信
（120次）；⼀般書信（14次）；啟⽰錄（17次）（共255次） 

2. 初代之『神格唯⼀論』及近代之『耶和華⾒證⼈』、『基督教
科學派』等，否認聖靈之位格與神性，只認是⽗神在世上的能
⼒、影響、或作為。 

3. 聖靈有位格（祂指揮我們）；聖靈若只是能⼒（我們利⽤
之）。 

4. 位格之特⾊：思想、感覺、選擇、⾏動、主權等。（林前
12:4-11）



⼆、聖靈位格的證明

1. 有位格的⾏動
1) 指教（路12:12; 約14:26, 12:8, 13:15） 

2) 說話（太10:20; 徒8:29, 10:19; 啟2:7,17,29; 3:6,13,22; 14:13; 徒
13:2, 20:23, 21:11, 28:25） 

3) 帶領（太4:1; 徒16:6-7; 羅8:14; 約16:13） 

4) 作⾒證（徒5:32; 羅8:16; 來10:15; 約15:26; 彼前1:4; 約⼀5:7） 

5) 代求（羅8:26-27） 

6) 其他：被差（約14:26）；差⼈（徒13:4）；默想（彼後1:21）；
印證（弗1:13, 4:30）；榮耀神（約16:14-15）



⼆、聖靈位格的證明

1. 有位格的⾏動

2. 有位格的性質
1) 思想：知道（林前）；羅8:27…意思 

2) 情感：愛（羅）；擔憂（弗） 

3) 意志：定意（徒15:28）；選立（徒20:28）；決定並分

給（林前12:14）



⼆、聖靈位格的證明

1. 有位格的⾏動

2. 有位格的性質

3. 有位格的對待
1) 被褻瀆（太12:31; 可3:29; 路12:10） 

2) 被欺騙（徒5:3） 

3) 被抗拒（徒7:51）（帖前5:19銷滅聖靈感動） 

4) 被迫擔憂（弗4:30） 

5) 被褻慢（來10:29）



⼆、聖靈位格的證明

1. 有位格的⾏動

2. 有位格的性質

3. 有位格的對待

4. 有位格的稱呼（約14:16-17, 26; 15:26; 16:7,8,13-15）

1) 保惠師（約14:16）= 中保（約⼀2:1）ὁ παράκλητος 

2) 聖靈（τὸ πνεῦμα中性名詞）但其代名詞全⽤陽性，⽽
不⽤中性的。（⽂法上之位格⽤法）



三、聖靈神性的證明

1. 有神的⼀切屬性
1) 無所不在（詩139:7） 

2) 無所不知（林前2:10-11） 

3) 無所不能（林前12:4-11; 羅15:18-19; 路1:35-37） 

4) 無窮永遠（來9:14）



三、聖靈神性的證明

1. 有神的⼀切屬性

2. 神與聖靈可互換
1) 徒5:3-4 欺哄聖靈 = 欺哄神 

2) 約3:5,7; 約1:13 論重⽣：從聖靈⽣ = 從神⽣ 

3) 徒28:25-27; 來3:7-9 聖靈 = 主，耶和華



三、聖靈神性的證明

1. 有神的⼀切屬性

2. 神與聖靈可互換

3. 聖靈與⽗、⼦並列（太28:19; 林後13:14; 彼前1:2）



三、聖靈神性的證明

1. 有神的⼀切屬性 
2. 神與聖靈可互換 
3. 聖靈與⽗、⼦並列 
4. 聖靈的事⼯ 

1) 創造、扶持萬有（創1:2-3; 詩104:29-30; 伯33:4） 

2) 聖靈與耶穌：感孕（路1:35）; 受洗（太3:16）; 趕⿁（太12:28） 

3) 聖靈與教會：五旬節產⽣教會，使⼈悔改信主，叫⼈重⽣，引導信徒，
屬靈⽣命果⼦，屬靈恩賜能⼒… 

4) 保惠師的七個『要』：約14:16-17, 26; 15:26; 16:7-15 
          παράκλητος (παρά + καλέ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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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經⽂：約3:1-21, 16:7-8；徒5:31, 11:18；林前12:3



⼀、重⽣的意義

1. 重⽣ = 從聖靈⽣ = 從⽔和聖靈⽣ = ⾒神的國            = 進神的
國 = 得永⽣ = 得救

2. ⾒神的國 = 進神的國（約3:36; 8:51-52）

3. 從⽔和聖靈⽣
1) ⽔表真道（雅1:18; 彼前1:23） 

2) ⽔表聖靈潔淨之⼯（弗5:26; 結36:25-27） 

3) ⽔表施洗約翰洗禮所強調的悔罪與潔淨（可1:4, 5, 8） 

4. 重⽣ = 因信稱義 = 與神和好 = 作神兒女 =作主信徒 = 作主⾨徒



⼆、重⽣的⽅法

1. ⼈⼦被舉起來
1) 摩⻄舉蛇（悔改與相信） 

2) ⼗字架救恩 

2. 信他的

3. 得永⽣



三、聖靈的⼯作

1. 賜悔改的⼼（約16:7-8; 徒5:31, 11:18）

2. 感動⼈信主耶穌（林前12:3; 約6:44, 65, 37）

3. 賜信徒新⽣命並繼續內住（約3:6; 14:16）



四、聖靈重⽣的表現

1. 三千⼈信（徒2:41）

2. 哥尼流家與以弗所信徒（徒10:46, 19:6）

3. 不知風如何吹，但必有風吹的感受，如願親近神、
不願再犯罪…（約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