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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至聖者
箴 9:10

敬畏耶和華
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
便是聰明。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is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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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著能力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幷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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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的江河

約 7:37-39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
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爲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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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認識至聖靈



神的靈

創 1: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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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

在舊約 節數 出現

聖靈 5 5

神的靈 18 18

耶和華的靈 31 32

靈 10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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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在新約

在新約 節數 出現

四福音+使徒行傳 89 95

保羅書信 78 89

普通書信 8 9

啓示錄 13 13 

聖靈 188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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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哄聖靈 = 欺哄神

徒 5:3-4
3 彼得說：「亞拿尼亞！爲什麽撒但充滿了你的
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
呢？ 4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

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麽心裏起這意念呢？你
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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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四大信經

1. 使徒信經（第一／二世紀）

2. 尼西亞信經（公元325年）

3. 亞他拿修信經（約第四世紀）

4. 迦克墩信經（公元4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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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他拿修信經》

19. 依基督真道，我等不得不認三位均爲神，均爲主。20. 
依大公教，我等亦不得謂神有三，亦不得謂主有三。

21. 父非由誰作成：既非受造，亦非受生。22. 子獨由于

父：非作成，亦非受造；而爲受生。23. 聖靈由于父與子：

既非作成，亦非受造，亦非受生；而爲發出。

24. 如是，有一父，非三父，有一子，非三子，有一聖靈，

非三聖靈。25. 且此三位無分先後，無別尊卑。26. 三位

乃均永恒，而同等。

27. 由是如前所言，我等當敬拜一體三位，而三位一體之

神。28. 所以凡欲得救者，必如是而思三位一體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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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體
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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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父
聖子
聖靈



B. 聖靈
在三一至聖者中的角色



聖靈

是

三位一體神的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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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子從聖父那裏差聖靈

約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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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爲我作見證。

約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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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幷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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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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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聖靈
在你生命中的角色



G3875 保惠師 Παράκλητος
(paraklētos)

Summoned, called to one’s side, especially called to one’s aid
a) one who pleads another’s cause before a judge, a pleader, counsel for 

defense, legal assistant, an advocate
b) one who pleads another’s cause with one, an intercessor
❖ of Christ in his exaltation at God’s right hand, pleading with God the 

Father for the pardon of our sins
c) in the widest sense, a helper, succorer, aider, assistant
❖ of the Holy Spirit destined to take the place of Christ with the apostles 

(after his ascension to the Father), to lead them to a deeper 
knowledge of the gospel truth, and give them divine strength needed 
to enable them to undergo trials and persecutions on behalf of the 
divine kingdom

Thayer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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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是叫我們……
❖ 知罪而悔改──爲罪爲義自己責備自己。（約16:8）
❖ 得著從天上來的能力，爲主而活，爲主作工。（徒1:8）
❖ 得著各樣屬靈恩賜。（林前12:4-11 ）
❖ 結出各種生命果實，使我們成爲新造的人，如聖經所說：“脫去舊

人，穿上新人。”（加5:22-24，弗4:22-24）
❖ 得著屬靈的智慧和啓示，能以明白聖經，真正認識基督。（弗1:17）
❖ 得著基督內住的生命，幷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b）
❖ 預嘗天恩滋味，享受主的同在。（詩34:8，約14:16）
❖ 與神同住同行。（約14:16,23）
❖ 倚靠聖靈，能以在世過得勝聖潔生活──勝過肉體，罪惡，世界和魔

鬼。（羅8:13，約壹 4:4）
❖ 預先經歷，神爲我們存留在天上的産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弗

1:14a,18，彼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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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聖靈充滿



被聖靈充滿

徒 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徒 4: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徒 4:31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
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徒 9:17
「兄弟掃羅，……主……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
被聖靈充滿。」

徒 13:9
「掃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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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洗

徒 1: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
洗。」

徒 11:16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
們要受聖靈的洗。」

林前12:13
「……都從一位聖靈洗(浸)入一個身體……。(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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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亮

聖靈的洗 Baptism of H.S. 聖靈的充滿 Filled by H.S.

成爲基督身體上的肢體 受聖靈的統制

一次成就，永遠成就 繼續不斷地支取和享受

建立信徒的身份 賜權柄和能力給信徒

爲了永恒 爲了目前的工作和生活

無條件的 有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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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聖靈充滿

一個已經接受主的信徒，或說已是基督身體上
的肢體，就不應開倒車追求「靈洗」，却要常常祈
求「被聖靈充滿」，因爲主曾應許：「何况天父，
豈不更將聖靈賜給求他的人麽？」(路 11:13)

特別在這末後的日子，教會中充滿著「有敬虔
的外貌，却否認敬虔的權力」(直譯)，我們更應求主
照明我們的心眼，叫我們「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
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 1:19)！

－－林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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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聖靈

路 4:1
「耶穌被聖靈充滿〔滿有聖靈〕，從約旦河回來……。」

徒 6: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
充滿〔滿有聖靈〕、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
事。」

徒 6:5
「大衆……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
〔滿有聖靈〕的人，……」

徒 11: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滿有聖靈〕，大有信
心。于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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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聖靈

徒 7: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
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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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亮

聖靈充滿（Filled by H.S.) 滿有聖靈 (Full of H.S.)

是動詞 是形容詞

是動作－－由上向內充入 是狀况－－由內向外滿出

是爲事奉的能力 是關靈命的長大

是與恩賜和工作有關聯 是和信心及生活有聯繫

10/24/2021 認識至聖者（四）認識至聖靈 26



聖靈所結果子

加 5:22-23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23  溫柔、節制。這
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滿有聖靈的生命是滿有聖靈的果子！

別人有”嘗”到在你生命中聖靈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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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試驗所有的靈



試驗所有的靈

假若有一天，有靈明顯地接近你，或在視覺中
顯現，或僅是聲音，在你沒試驗他以前，千萬不
可隨便接受他。你定要指著他說：「靈！我奉主
耶穌基督的名問你：'你是否承認主耶穌基督是道
成了肉身來的？‘

"(一定要說「主耶穌基督」！) 

－－林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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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所有的靈

a. 你問他時，問句裏的每一字都必須要完全正確。

b. 你得到答案時，答句裏的每一字也必須要完全
正確。

c. 你必須清楚知道回答你問題的幷非是你自己。

d. 否則，你必須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把它趕走。

－－林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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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結語



基督的靈 James D. G. Dunn
(證主百科)

早期基督教對聖靈的認識，最重要的發展及要
素，是聖靈成了耶穌的靈（徒十六7；羅八9；加四6；
腓一19；彼前一11；參約七38，十五26，十六7，十
九30；啓三1，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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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靈 James D. G. Dunn
(證主百科)

怎樣辨別真正的靈感，是舊約時代另一個問題。
基督徒藉對聖靈較精確的定義，爲這問題提供了答
案。

❖ 答案的一部分是：爲耶穌作見證的就是聖靈（約
十五26，十六13、14；徒五32；林前十二3；約壹
四2，五7、8；啓十九10）。

❖ 答案的另一半則更爲深遠：耶穌自己也從聖靈得
著感動和能力。

❖ 故此，我們當看聖靈爲兒子名分的靈。這靈感動
同一的禱告，使人像耶穌一樣，和神建立父子的
關係（羅八15-17「同爲後嗣」；加四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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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靈 James D. G. Dunn
(證主百科)

❖ 聖靈是神的能力，把人改變爲神的形象，使信徒
像基督（林後三18；參羅八29；林前十三，十五
44-49；腓三21；西三10；約壹三2）。

❖ 經歷耶穌的靈，就是經歷釘十字架的基督，又經
歷被高舉的基督。不但經歷祂復活的大能，更是
經歷祂的受苦和死亡（羅八17；林後四7-12、16-
18；加二20；腓三10、11）。

❖ 基督的靈之特點，不是除去或改變肉體的軟弱，
乃是在軟弱中經歷神的能力，藉死亡而體驗生命
（林後十二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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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靈 James D. G. Dunn
(證主百科)

對信徒來說，聖靈和被高舉的基督之間的關係，更

爲密切。

❖ 聖靈實在是耶穌現今存在的方式（羅一4；林前十五

45；提前三16；彼前三18）。

❖ 經歷聖靈就是經歷耶穌（約十四16-18；羅八9、10；
林前六17，十二4-6；弗三16、17；啓二，三）。

沒有聖靈，或不借著聖靈，便不能認識耶穌。人所

能經歷的聖靈，是具有基督的特質，能使願意順服者得

著同樣的特質。在此之外，任何所謂屬靈的經歷，都不

值得基督徒重視，反而應當弃絕和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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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的江河

約 7:37-39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
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爲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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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