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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A    《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三十四章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Chapter 34  
 

論聖靈 ON THE HOLY SPIRIT 

（注﹕不屬 1647原文，1900年代增訂； 

不是每一個改革宗長老會都採納、承認。 

總結了《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各章對聖靈的教導。） 

 
 

1. 聖靈是三位一體上帝的第三位，從聖父和聖子而出，同質，同權，同榮；與

父與子一樣，世人理當世世代代信祂，愛祂，順服祂，敬拜祂，直到永遠。
The Holy Spirit, the third person in the Trinity,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the same substance and equal in power and glory, is, together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o be believed in, loved, obeyed, and worshipped throughout all ages.   

 
林後 2 Cor. 13:14  

 

約 John 4:24  

 

約 John 14:26  

 

約 John 15:26 

 

約 John 16:7  

 

約 John 20:22  

 

太 Matt. 3:16-17  

 

太 Matt. 28:19  

 

路 Luke 1:35 

 

弗 Eph. 2:18-20, 22  

 

弗 Eph. 4:30  

 

來 Heb. 10:29  

 

林前 I Cor. 10:10-11 

 

啟 Rev. 8:14, 26-27  

 

約壹 I John 2:20-27  

 

帖前 I Thess. 5:19 

 

2. 聖靈是生命之主，祂賜生命給各處的活物；是一切美善的思想，純真的情

操，和聖潔的計謀的來源。祂感動先知宣講上帝的話，默示聖經所有的作者

無誤地記錄上帝的聖旨和心意。祂特別被交託施行福音予人。聖靈預備福音

的道路，與福音同工，以祂的大能說服人的心思與良心，以致拒絕福音之憐

憫邀請的人，不僅無可推諉，且因抗拒聖靈而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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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the Lord and Giver of life, everywhere present, and is the source of all good 
thoughts, pure desires, and holy counsels in men.  By him the prophets were moved 
to speak the word of God, and all the writers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spired to 
record infallibly the mind and will of God.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gospel is 
especially committed to him.  He prepares the way for it, accompanies it with his 
persuasive power, and urges its message upon the reason and conscience of men, so 
that they who reject its merciful offer are not only without excuse, but are also guilty 
of resisting the Holy Spirit.  

 
弗 Eph. 4:30  

 

弗 Eph. 5:9  

 

創 Gen. 1:2 

 

約 John 3:5, 7  

 

約 John 16:8-11, 13-15  

 

徒 Acts 1:8 

 

徒 Acts 2:1-21  

 

徒 Acts 7:51  

 

徒 Acts 28:25 

 

加 Gal. 5:22-25  

 

彼後 II Peter 1:21  

 

提後 II Tim. 3:16  

 

林前 I Cor. 2:9-10, 13 

 

彼前 I Peter 1:11 

 

帖前 I Thess. 5:19  

 

詩 Ps. 104:30  

 

詩 Ps. 139:7 

 

羅 Rom. 5:5 

 

羅 Rom. 8:9, 14-16  

 

多 Titus 3:5-6  

 

太 Matt. 12:31-32  

 

3. 聖父喜悅賜聖靈給一切求祂的人。聖靈是唯一有效施行救贖者；祂以自己的

恩典重生人，使人扎心知罪，感動人悔改，說服人接受福音，賜人能力信靠

耶穌基督。聖靈使所有信徒與基督聯合，在他們心中居住，安慰他們，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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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聖，賜他們作上帝兒女的靈和禱告的靈。聖靈執行所有恩典的職事，使

信徒成為聖潔，身上有上帝的印記，直到救贖的日子。 

The Holy Spirit, whom the Father is ever willing to give to all who ask him, is the 
only efficient ag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 redemption.  He regenerates men by his 
grace, convicts them of sin, moves them to repentance, and persuades and enables 
them to embrace Jesus Christ by faith.  He unites all believers to Christ, dwells in 
them as their Comforter and Sanctifier, gives them the spirit of Adoption and Prayer, 
and performs all those gracious offices by which they are sanctified and sealed unto 
the day of redemption.  

 
約 John 3:1-8 

 

徒 Acts 2:38 

 

路 Luke 11:13 

 

林前 I Cor. 2:13-14 

 

林前 I Cor. 3:16 

 

林前 I Cor. 6:19  

 

林前 I Cor. 12:3 

 

約 John 7:37-39  

 

約 John 16:7-11, 13  

 

啟 Rev. 22:17 

 

多 Tit. 3:5-7  

 

帖後 II Thess. 2:13 

 

加 Gal. 4:6 

 

加 Gal. 6:8 

 

約壹 I John 4:2 

 

羅 Rom. 8:14-17, 26-27 

 

羅 Rom. 15:16  

 

弗 Eph. 1:13 

 

弗 Eph. 2:18 

 

弗 Eph. 4:3, 30  

 

弗 Eph. 5:9   

 

帖前 I Thess. 1:5 

 

猶 Jud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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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Heb. 10:14-15  

 
 

4. 聖靈住在所有信徒裏，因此信徒與基督在生命上聯合。基督是他們的頭；信

徒們也因此在教會裏彼此聯合，教會乃是基督的身體。聖靈呼召，膏抹牧師

們擔任他們神聖的職事，並賜教會其他的職員其職位所需的恩賜和能力。聖

靈也賜各樣的恩賜和恩典給教會的成員。聖靈使上帝話語的傳講滿有能力，

使福音的聖禮大發功效。聖靈保存教會，使教會增長，煉淨教會，直到祂使

教會在上帝的面前，全然聖潔。 

By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all believers are vitally united to Christ, who is 
the Head, are thus united one to another in the Church, which is his body.  He calls 
and anoints ministers for their holy office, qualifies all other officers in the church 
for their special work, and imparts various gifts and graces to its members.  He gives 
efficacy to the word and to the ordinances of the gospel.  By him the church will be 
preserved, increased, purified, and at last made perfectly ho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弗 Eph. 2:14-18  

 

弗 Eph. 4:1-6, 30  

 

弗 Eph. 5:18  

 

徒 Acts 1:8 

 

徒 Acts 2:4 

 

徒 Acts 6:3, 5-6 

 

徒 Acts 13:2-3 

 

徒 Acts 20:28  

 

林前 I Cor. 2:10 

 

林前 I Cor. 12:4-13 

 

彼後 II Peter 1:19-21  

 

帖前 I Thess. 1:5-6  

 

約 John 16:13-14  

 

約 John 20:22-23  

 

太 Matt. 28:19-20  

 

加 Gal. 5:16, 22-23  

 

提後 II Tim. 3:16  

 

啟 Rev. 2:7 

 

啟 Rev.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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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協理改革宗長老會與福音長老會版本，第 34章。此章不是 1647年威敏斯特信仰告白

原本的一部分，是 20世紀修訂時加進的。林慈信譯，2004。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Associate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and 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 versions, 
20th century.  Chapter 34.  Translated by Samuel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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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B    《聖經》關於聖靈的教導 

THE HOLY SPIRIT IN THE BIBLE 
[Adapted from J.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chapter 2.] 

（摘自﹕巴刻, 《活在聖靈中》, 香港: 宣道, 1989, 第 2章.  * = 林修譯. ） 

 
 

大綱 OUTLINE 

 

引言 INTRODUCTION           1 

 

I．上帝的靈 THE SPIRIT OF GOD             3 

 

II．聖靈的位格 THE PERSONHOOD OF THE SPIRIT.    20 

聖靈是保惠師 The Spirit as Paraclete.    20 

聖靈是上帝 The Spirit as Deity.       23 

 

III．聖靈與基督 THE HOLY SPIRIT AND CHRIST     27 

關於聖靈的應許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27 

聖靈與基督的同在 The Spirit and Christ’s Presence.   29 

聖靈的教導 The Teaching of God’s Spirit.    30 

聖靈的見證 The Witness of the Spirit.    31 

聖靈照明（榮耀）基督 The Floodlight Ministry.    32 

 

IV．聖靈與基督徒 THE HOLY SPIRIT AND CHRISTIANS    34 

聖靈與新生（重生）The New Birth.    35 

認識上帝，愛上帝.  Knowing God and Loving God.    43 

 

V．聖靈的恩膏，見證，憑據（印證） 

THE ANOINTING, THE WITNESS, AND THE EARNEST  53 
 

      VI．內心的旅程         61 

 THE INWARD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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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NTRODUCTION  

 

聖靈職事的本質（主要目的），不論現今，或基督時代的任何世代，就是要體現主

耶穌基督和祂的同在。 

The essence of the Holy Spirit’s ministry, at this or any time in the Christian era, is to 
mediate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耶穌的同在﹕不是從空間的意義上理解，乃是從祂與我們的關係的意義上。 

Jesus’ presence – not in spatial, but in relational terms.  
 

我們會覺醒，經歷三件事﹕ 

Awareness of three things:   

1. 耶穌在這裏，親自俯近我，向我說話。 

Jesus of Nazareth, the Christ of the Scriptures, once crucified, now glorified, is here, 
personally approaching and addressing me.    

2. 耶穌的工作是積極的，催逼我們，安慰我們，改變我們，堅固我們。 

He is active, powerfully enlightening, animating, and transforming me along with 
others, as he stirs our sluggishness, sharpens our insight, soothes our guilty 
consciences, sweetens our tempers, supports us under pressure, and strengthens us 
for righteousness.  

3. 耶穌和祂的工作是榮耀的，配受一切敬拜，愛慕。 

In himself as in his work, he is glorious, meriting all the worship, adoration, love, 
and loyalty of which we are capable.  

 

聖靈體現基督，在人的生命中創造，保持，加深和表達這種對耶穌同在的醒覺。 

Mediating Jesus’ presence is a matter of the Spirit doing whatever i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ng, sustaining, deepening, and expressing of this awareness in human lives.   
 

耳熟能詳的主題﹕ 

The themes are familiar: 

在基督裏，從上帝而來的交通，和藉著基督人與上帝的密契； 

Communication from God in Christ and communion with God through Christ;  

聖靈解釋聖經，啟迪人的心靈； 

The interpreting of Holy Scripture and the illuminating of human hearts;  

聖靈重生罪人，使人成聖； 

The regenerating and sanctifying of sinners;  

聖靈賜下恩賜，使人行出善行； 

The actualizing of gifts and good works;  

聖靈見證上帝接納我們為祂的後嗣，幫助我們勝過人性裏的軟弱； 

The Spirit bearing witness to our adoption and helping our human weakness;  

憑超自然的力量，產生出信心，禱告，盼望，愛和所有像基督的性情。 

The supernatural engendering of faith, prayer, hope, love, and all the many facets of Christ-
like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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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上帝的靈 THE SPIRIT OF GOD 

 

對大多數的人，「靈」這個詞的意義非常含糊褪色。 

For most people, spirit is a vague and colorless word.    

1. 人的情緒，態度。A human mood or attitude – high or low spirits, good spirits, 

animal spirits, a cheerful or downcast spirit, a spirit of mischief or of kindness, 
“that’s the spirit.”  

2. 從前 「靈」 = 各類游魂，神靈﹕如天使，魔鬼，神仙，小精靈鬼，孤魂

等。Once upon a time – spirit was the class name for non-human and disembodied 

intelligences of many sorts – angels, demons, fairies, elves, sprites, ghosts, souls 
departed, local gods inhabiting mountains, stones and trees. 

 

在聖經裏， 「靈」有著非常生動逼真，明確，富色彩的意義。 

Spirit, like all biblical terms that refer to God, is a picture-word with a vivid, precise, and 
colorful meaning.   

呼出，喘著的氣。 

It pictures breath breathed or panted out.   

強勁有力地，猛烈地鼓動空氣。 

The picture is of air made to move vigorously, even violently.   

釋放出來的能量，進取的力量，運用中的能力，藉活動表彰的生命。 

Energy let loose, executive force invading, power in exercise, life demonstrated by activity. 
  

希伯來文 ruach 和希臘文的 pneuma 都同時帶有這基本意思，產生類似的聯想。 

Both ruach (Hebrew) and pneuma (Greek) carry this basic thought.   
Both have the same range of association.   
 

Ruach, pneuma 指﹕ 

They are used of:    

1. 上帝的靈，有位格，有目的，看不見又無法抗拒的。The divine Spirit, 

personal and purposeful, invisible and irresistible.  

2. 人本身﹕個人的意識，是魂的同意詞。The individual human consciousness, 

in which sense spirit = synonymous with soul,  e.g. 路 Luke 1:46, 47.   

3. 風，一旦被激起，可使樹葉飛旋，大樹連根拔起，樓宇坍塌。The wind that 

when aroused whirls leaves, uproots trees, and blows buildings over.  Examples:  

(a) 結 Ezekiel 37:1-14 – 枯骨的異象 the dry bones vision.   

Ruach 的意思先後是﹕氣息，風，和上帝的靈。 

Ruach is breath, wind, and Spirit of God in quick succession.   

(b) 約 3﹕8 pneuma 的意指風，同時也指上帝的靈。 

The use of pneuma for the wind as well as for God’s Spirit in John 3:8.   

但願我們的語言（英語）裏也有一個字包含這種種聯想。 

I wish our language had a word that would carry all these associations.   

英文字﹕Puff…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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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沒有一個字，可以包含上述意義，又同時表達上帝 -- 並祂所造具理性的受造

物 -- 在智能，意志和情感上的個性。 

The English language has no term that will cover, along with this, the intellectual, volitional, 
and emotional individuality of God and of his rational creatures.   
 

英文 spirit 指在行動和反應上具意識的人格，但卻沒有 “風” 或 “氣息” 的含義。 

Spirit in English denotes conscious personhood in action and reaction, but cannot be used of 
either breath or wind.   
 

聖靈中提到上帝的靈，基本的理念是﹕上帝大能的作為。 

POWER IN ACTION – the basic biblical thought whenever God’s Spirit is mentioned. 
 

舊約裏上帝的靈﹕常常指正在工作，正在改變事物的上帝。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Spirit of God” is always God at work, changing things.   

88-97節舊約經文對上帝的靈所進行的工作，又如下的記述﹕ 

88-97 references in the Old Testament – what the “Spirit of God” does:  
 
 

1。參與創造的工作，賜生命。將整個創造模塑成形，賦予受造物生命氣息。 

Mold creation into shape, and animate created beings.   
 

創 Genesis 1:2 

地是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 Genesis 2:7 

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 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 名叫亞

當. 

 

詩 Psalm 33:6  

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 萬象藉祂口中的氣而成. 

 

伯 Job 26:13 

藉祂的靈使天有妝飾, 祂的手刺殺快蛇. 

 

伯 Job 33:4 

上帝的靈造我, 全能者的氣使我得生. 

 
 

2。掌管歷史與自然界﹕控制大自然的秩序，和歷史的進程。 

Control the course of nature and history.  
 

詩 Psalm 104:29, 30  

29 你掩面, 牠們便驚惶. 你收回牠們的氣, 牠們就死亡, 歸於塵土. 

30 你發出你的靈, 牠們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換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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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Isaiah 34:16 

你們要查考宣讀耶和華的書. 這都無一缺少, 無一沒有伴偶, 因為我的已經吩咐, 祂的

靈將他們聚集. 

 

賽 Isaiah 40:7 

草必枯乾, 花必凋殘, 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 百姓誠然是草. 

 
 

3。藉著直接的曉諭，或間接經過屬靈洞見，啟示上帝的真理和旨意給祂的使者。 

Reveal God’s truth and will to his messengers by both direct communication and/or distilled 
insight.  
 

民 Numbers 24:2  

巴蘭舉目, 看見以色列人照著支派居住. 上帝的靈就臨到他身上, 

 

撒下 2 Samuel 23: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 祂的話在我口中. 

 

撒下 2 Chronicles 12:18 

到第七日, 孩子死了. 大衛的臣僕不敢告訴他孩子死了, 因他們說孩子還活著的時候, 

我們勸他, 他尚且不肯聽我們的話, 若告訴他孩子死了, 豈不更加憂傷麼. 

 

代下 2 Chronicles 15:1 

上帝的靈感動俄德的兒子亞撒利雅. 

 

尼 Nehemiah 9:30 

但你多年寬容他們, 又用你的靈藉眾先知勸戒他們, 他們仍不聽從. 所以你將他們交

在列國之民的手中. 

 

伯 Job 32:8 

但在人裡面有靈, 全能者的氣使人有聰明. 

 

賽 Isaiah 61:1-4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或作傳 

   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 監牢. 

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和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喜樂油, 代替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使他 

   們稱為公義樹, 是耶和華所栽的, 叫祂得榮耀. 

4 他們必修造已久的荒場, 建立先前淒涼之處, 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結 Ezekiel 2:2 

他對我說話的時候, 靈就進入我裡面, 使我站起來, 我便聽見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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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zekiel 11:24 

靈將我舉起, 在異象中藉著上帝的靈將我帶進迦勒底地, 到被擄的人那裡. 我所見的

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 

 

結 Ezekiel 37:1 

耶和華的靈 (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 耶和華藉祂的靈帶我出去, 將我放在平原中. 這

平原遍滿骸骨. 

 

彌 Micah 3:8 

至於我, 我藉耶和華的靈, 滿有力量公平才能, 可以向雅各說明他的過犯, 向以色列指

出他的罪惡. 

 

亞 Zechariah 7:12  

使心硬如金鋼石, 不聽律法, 和萬君之耶和華用靈藉從前的先知所說的話. 故此, 萬君

之耶和華大發烈怒. 

 
 

4。藉著這種種啟示，教導上帝的子民如何向上帝忠心，為祂結果子。 

Teach God’s people through these revelations the way of faithfulness and fruitfulness.   
 

尼 Nehemiah 9:20 

你也賜下你良善的靈教訓他們, 未嘗不賜嗎哪使他們餬口, 並賜水解他們的渴. 

 

詩 Psalm 143:10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你是我的上帝. 你的靈本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賽 Isaiah 48:16 

你們要就近我來聽這話. 我從起頭並未曾在隱密處說話, 自從有這事, 我就在那裡. 現

在主耶和華差遣我和祂的靈來. (或作耶和華和祂的靈差遣我來) 

 

賽 Isaiah 63:10-14 

10 他們竟悖逆, 使主的聖靈擔憂 . 祂就轉作他們的仇敵, 親自攻擊他們. 

11 那時, 他們 (原文作他)想起古時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 說, 將百姓和牧養他全群的 

     人從海裡領上來的, 在那裡呢將祂的聖靈降在他們中間的, 在那裡呢. 

12 使祂榮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邊行動, 在他們面前將水分開, 要建立自己永遠的 

     名, 

13 帶領他們經過深處, 如馬行走曠野, 使他們不至絆跌的, 在那裡呢. 

14 耶和華的靈使他們得安息, 彷彿牲畜下到山谷, 照樣, 你也引導你的百姓要建立自 

     己榮耀的名. 

 

5。使人能回應上帝﹕就是聖經說的認識神﹕信心，悔改，順服，義，敞開心靈領

受上帝的訓令，藉禱告，讚美與上帝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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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cit personal response to God – knowledge of God in the Bible’s own sense – in the form 
of faith, repentance, obedience, righteousness, openness to God’s instruction, and fellowship 
with him through praise and prayer.  
 

詩 Psalm 51:10-12 

10  神阿, 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正直或作堅定). 

11 不要丟棄我, 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12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 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賽 Isaiah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

畏耶和華的靈. 

 

賽 Isaiah 44: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 將河澆灌乾旱之地.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後裔, 將我的

福澆灌你的子孫. 

 

結 Ezekiel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 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 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

他們肉心. 

 

結 Ezekiel 36:25-27 

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 我要潔淨你們, 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 

     棄掉一切的偶像.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 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 

     給你們肉心. 

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 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結 Ezekiel 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 你們就要活了. 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 你們就知道我耶

和華如此說, 也如此成就了. 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 Ezekiel 39: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 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珥 Joel 2:28, 29  

28 以後,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 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 

     夢. 少年人要見異象. 

29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亞 Zechariah 12:10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 澆灌大衛家, 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必仰望我, 就是他

們所扎的. 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 又為我愁苦, 如喪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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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裝備信徒作領袖。 

Equip individuals for leadership.   
 

創 Genesis 41:38 – 約瑟 Joseph  

法老對臣僕說, 像這樣的人, 有上帝的靈在他裡頭, 我們豈能找得著呢, 

 

民 Numbers 11:17 – 摩西 Moses  

我要在那裡降臨, 與你說話, 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 他們就和你同當這管

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獨自擔當. 

 

民 Numbers 11:16-29 –  

七十位長老 70 elders  

16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從以色列的長老中招聚七十個人, 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長 

     老, 和官長的, 到我這裡來, 領他們到會幕前, 使他們和你一同站立. 

17 我要在那裡降臨與你說話, 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 他們就和你同當這 

     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獨自擔當. 

18 又要對百姓說, 你們應當自潔, 預備明天喫肉, 因為你們哭號說, 誰給我們肉喫, 我 

     們在埃及很好. 這聲音達到了耶和華的耳中, 所以祂必給你們肉喫. 

19 你們不止喫一天, 兩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20 要喫一個整月, 甚至肉從你們鼻孔裡噴出來, 使你們厭惡了, 因為你們厭棄住在你 

     們中間的耶和華, 在他面前哭號說, 我們為何出了埃及呢. 

21 摩西對耶和華說, 這與我同住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有六十萬, 你還說, 我要把肉給 

     他們, 使他們可以喫一個整月. 

22 難道給他們宰了羊群牛群,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魚, 都聚了來, 就夠他們喫麼, 

23 耶和華對摩西說, 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麼. 現在要看我的話, 向你應驗不應驗. 

24 摩西出去, 將耶和華的話告訴百姓, 又招聚百姓的長老中七十個人來, 使他們站在 

     會幕的四圍. 

25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 對摩西說話, 把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長老, 靈停在他 

     們身上的時候, 他們就受感說話, 以後卻沒有再說. 

26 但有兩個人仍在營裡, 一個名叫伊利達, 一個名叫米達, 他們本是在那些被錄的人 

     中, 卻沒有到會幕那裡去. 靈停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在營裡說預言. 

27 有個少年人跑來告訴摩西說, 伊利達, 米達在營裡說預言. 

28 摩西的幫手, 嫩的兒子約書亞, 就是摩西所揀選的一個人, 說, 請我主摩西禁止他 

     們. 

29 摩西對他說, 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麼, 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 願耶和華把 

     祂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民 Numbers 27:18 – 約書亞 Joshua  

 
 



 14 

申 Deuteronomy 34:9 – 約書亞 Joshua  

嫩的兒子約書亞, 因為摩西曾按手在他頭上, 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以色列人便聽從他, 

照著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行了. 

 

士 Judges 3:10 – 古珊利薩田 Othniel  

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 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師, 出去爭戰. 耶和華將美索不達米亞

王古珊利薩田交在他手中, 他便勝了古珊利薩田. 

 

士 Judges 6:34 – 基甸 Gideon  

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身上, 他就吹角. 亞比以謝族都聚集跟隨他. 

 

士 Judges 11:29 – 耶弗他 Jephthah  

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 他就經過基列和瑪拿西, 來到基列的米斯巴, 又從米斯

巴來到亞捫人那裡. 

 

士 Judges 13:25 – 參孫 Samson  

在瑪哈尼但, 就是瑣拉和以實陶中間, 耶和華的靈才感動他. 

 

士 Judges 14:19 –參孫 Samson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就下到亞實基倫, 擊殺了三十個人, 奪了他們的衣裳, 將

衣裳給了猜出謎語的人. 參孫發怒, 就上父家去了. 

 

士 Judges 15:14 – 參孫 Samson  

參孫到了利希, 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 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臂上的繩就像火

燒的麻一樣, 他的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撒上 I Samuel 10:10 – 掃羅 Saul  

掃羅到了那山, 有一班先知遇見他, 上帝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撒上 I Samuel 11:6 – 掃羅 Saul  

掃羅聽見這話, 就被上帝的靈大大感動, 甚是發怒. 

 

參 Cf. 撒上 I Samuel 19:20-23 – 掃羅 Saul  

20 掃羅打發人去捉拿大衛. 去的人見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說話, 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 

     他們, 打發去的人, 也受上帝的靈感動說話. 

21 有人將這事告訴掃羅, 他又打發人去, 他們也受感說話. 掃羅第三次打發人去, 他 

     們也受感說話. 

22 然後掃羅自己往拉瑪去, 到了西沽的大井, 問人說, 撒母耳和大衛在哪裡呢. 有人 

     說, 在拉瑪的拿約. 

23 他就往拉瑪的拿約去. 上帝的靈也感動他, 一面走一面說話, 直到拉瑪的拿約. 

 

撒上 I Samuel 16:13 – 大衛 David  



 15 

撒母耳就用角裡的膏油, 在他諸兄中膏了他. 從這日起, 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 

撒母耳起身回拉瑪去了. 

 

王下 2 Kings 2:9-15 – 以利亞，以利沙 Elijah and Elisha  

9   過去之後,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只管求我.  

     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加倍地感動我. 

10 以利亞說, 你所求的難得, 雖然如此, 我被接去離開你的時候, 你若看見我, 就必得 

     著. 不然, 必得不著了. 

11 他們正走著說話, 忽有火車火馬, 將二人隔開, 以利亞就乘旋風升天去了. 

12 以利沙看見, 就呼叫說, 我父阿. 我父阿. 以色列的戰車馬兵阿. 以後不再見他了.  

     於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為兩片. 

13 他拾起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 回去站在約旦河邊. 

14 他用以利亞身上掉下來的外衣, 打水, 說, 耶和華以利亞的上帝在哪裡呢. 打水之 

     後, 水也左右分開, 以利沙就過來了. 

15 住耶利哥的先知門徒從對面看見他, 就說, 感動以利亞的靈感動以利沙了. 他們就 

     來迎接他, 在他面前俯伏於地, 

 

賽 Isaiah 11:1-5 – 彌賽亞 the Messiah  

1 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 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 

   敬畏耶和華的靈. 

3 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 行審判不憑眼見, 斷是非也不憑耳聞. 

4 卻要以公義審判貧窮人, 以正直判斷世上的謙卑人. 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 以嘴裡 

   的氣殺戮惡人. 

5 公義必當他的腰帶, 信實必當他脅下的帶子. 

 

賽 Isaiah 42:1-4 – 彌賽亞 the Messiah  

1 看哪, 我的僕人, 我所扶持, 所揀選, 心裡所喜悅的, 我已將我的靈賜給他, 他必將公 

   理傳給外邦. 

2 他不喧嚷, 不揚聲, 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 

3 壓傷的蘆葦, 他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 他不吹滅. 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4 他不灰心, 也不喪膽, 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 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7。賦予人能力，技巧從事創造性的事工。 

Equip individuals with skill and strength for creative achievements.   
 

出 Exodus 31:1-11 –  

比撒列，亞何利亞伯 Bezalel and Oholiab  

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2   看哪, 猶大支派中, 戶珥的孫子, 烏利的兒子比撒列, 我已經題他的名召他. 

3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聰明, 有知識, 能作各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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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想出巧工, 用金, 銀, 銅製造各物. 

5   又能刻寶石, 可以鑲嵌. 能雕刻木頭, 能作各樣的工. 

6   我分派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 與他同工, 凡心裡有智慧的, 我更使 

     他們有智慧, 能作我一切所吩咐的. 

7   就是會幕, 和法櫃, 並其上的施恩座, 與會幕中一切的器具. 

8   桌子, 和桌子的器具, 精金的燈臺, 和燈臺的一切器具, 並香壇, 

9   燔祭壇, 和壇的一切器具, 並洗濯盆, 與盆座, 

10 精工作的禮服, 和祭司亞倫, 並他兒子用以供祭司職分的聖衣, 

11 膏油, 和為聖所用馨香的香料, 他們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作. 

 

出 Exodus 35:30-35 -  

比撒列，亞何利亞伯 Bezalel and Oholiab  

30 摩西對以色列人說, 猶大支派中, 戶珥的孫子, 烏利的兒子比撒列, 耶和華已經題 

     他的名召他. 

31 又以上帝的靈充滿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聰明, 知識, 能作各樣的工. 

32 能想出巧工, 用金, 銀, 銅製造各物. 

33 又能刻寶石, 可以鑲嵌, 能雕刻木頭, 能作各樣的巧工. 

34 耶和華又使他和但支派中, 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 心裡靈明, 能教導人. 

35 耶和華使他們的心, 滿有智慧, 能作各樣的工, 無論是雕刻的工, 巧匠的工, 用藍色  

     紫色朱紅色線, 和細麻繡花的工, 並機匠的工, 他們都能作, 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王上 I Kings 7:14 –  

戶蘭，擅長手工藝 Hiram – artistic craftsmanship  

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個寡婦的兒子, 他父親是推羅人, 作銅匠的. 戶蘭滿有智慧, 聰

明, 技能, 善於各樣銅作. 他來到所羅門王那裡, 作王一切所要作的. 

 

哈 Haggai 2:5 – 

聖殿的建築 temple building  

這是照著你們出埃及我與你們立約的話. 那時, 我的靈住在你們中間. 你們不要懼怕. 

 

亞 Zechariah 4:6 –  

聖殿的建築 temple building 

他對我說, 這是耶和華指示所 

羅巴伯的. 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靈, 方能成

事. 

 
 

小結 SUMMARY –  

在舊約時期，上帝的靈是不斷做工的，祂創造，掌管萬有，啟示，賜生命，賜能力

給人。透過上帝的靈所擔任的這些身分，上帝以充滿動力，和向人有所要求的方式

向人顯現，正如主耶穌現在向眾信徒顯現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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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God active as creator, controller, revealer, quickener, 
and enabler.  In all this, God makes himself present to men in the dynamic, demanding way 
in which the Lord Jesus is now made present to Christian believers.  
 

可是 However –  

上帝的靈的獨特位格，並不是舊約啟示的一部分。 

The Spirit’s distinct personhood was no part of Old Testament revelation.   

在舊約時期，上帝的靈（上帝的氣！）在邏輯上，與祂的手，祂的膀臂兩個形容

上帝大能的擬人法字彙處於同等地位。同樣，說到祂的熱心的時候，也是一種擬

人法，表示祂的目標堅定。 

In the Old Testament, God’s Spirit (breath!) is on the same footing logically as are his hand 
and arm, two anthropomorphisms signifying his almighty power, and as is his zeal, a 
personification signifying his firmness of purpose. 
 

我們可以說﹕這些引述上帝的靈的經文，表明全能的上帝堅定地工作，完成祂的旨

意；並且祂的熱心和祂的膀臂也一起作工。但若憑這些經文去推論﹕在舊約聖經作

者的思想裏，存在著獨一上帝的本體中有三個位個的觀念，則是不正確的。 

You could truly say that references to God’s Spirit signify God at work in resolute 
omnipotence, his arm and zeal acting together, but it would not be true to say that these 
references express any thought on the writers’ part of a plurality of persons with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三位一體的真理，是新約時期的啟示。 

The truth of the Trinity is a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可是﹕But – it is wrong to think:  

若有人以為﹕《聖經》教導，在舊約時期上帝是一位的，直至耶穌降生，上帝才變

為三位﹕那是大錯特錯的想法。 

According to Scripture God was uni-personal during the Old Testament period, and only 
became tri-personal when Jesus was born.   

這裏的問題不在於自永恆以來上帝存在的模式。 

The question here is NOT: the mode of God’s being from eternity. 

問題在於﹕上帝在歷史中啟示自己的形態。 

The question is:  the manner of the revelation of God’s being in history.   
 

我並不是說﹕上帝本體裏的第三位格在舊約時期不存在，或沒有在工作。 

Wrong –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Godhead did not exist, or was not active in Old Testament 
times.  

《新約聖經》作者向我們確證祂存在，並工作。 

The New Testament writers assure us that the Holy Spirit existed, and was active, in Old 
Testament times.   
 

這裏要說明的是﹕《舊約聖經》作者並未將祂的獨特位格表達出來。 

The point is –  
The Holy Spirit’s distinct personhood is not expressed by the Old Testament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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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上帝的三一性是亙古以來的事實；但惟有透過基督我們才可以認識這真理。 

Though God’s tri-unity is an eternal fact, only through Christ was it made known.   
 

現在再作一點補充﹕ 

Now, one additional point –   

跟隨耶穌基督的信徒，閱讀舊約聖經的正確方法，乃是藉著再基督裏，並透過基督

給我們啟示的真理，在《新約聖經》的亮光下理解。 

The right way for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 to read the Old Testament is in the light of all 
that was revealed in and through Christ, and that now lies before us in the New Testament.   
 

耶穌表明祂自己就是《舊約聖經》的依據（參考點），祂成全了舊約的預表和預

言。因而耶穌的使徒們都宣稱整本《舊約》是上帝賦予基督徒的教導。 

Following Jesus’ identification of himself as the reference point and fulfiller of the Scriptures, 
the apostles laid clam to the whole Old Testament as God-given instruction for Christians.   
 

耶穌的自我宣稱﹕祂與《舊約聖經》的認同。 

Jesus’ self-identification as fulfiller of OT:  
 

太 Matthew 5:17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 我來不是要廢掉, 乃是要成全. 

 

太 Matthew 26:54-56 

54 若是這樣, 經上所說, 事情必須如此的話, 怎麼應驗呢. 

55 當時, 耶穌對眾人說, 你們帶著刀棒, 出來拿我, 如同拿強盜麼. 我天天坐在殿裡教 

     訓人, 你們並沒有拿我. 

56 但這一切的事成就了, 為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 當下, 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路 Luke 18:31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 對他們說, 看哪, 我們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寫的一切事, 都成

就在人子身上. 

 

路 Luke 22:37 

我告訴你們, 經上寫著說,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這話必應驗我身上, 因為那關係我的

事, 必然成就. 

 

路 Luke 24:25-27  

25 耶穌對他們說, 無知的人哪, 先知所說的一切話, 你們的心, 信得太遲鈍了. 

26 基督這樣受害, 又進入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的麼. 

27 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 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 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 

 

路 Luke 24:44-47  

44 耶穌對他們說, 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 所告訴你們的話, 說, 摩西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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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著我的話, 都必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 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46 又對他們說, 照經上所寫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從死裡復活. 

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約 John 5:39  

39 你們查考聖經. (或作應當查考聖經)  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 給我見證的就是這 

     經. 

 

約 John 5:45-47  

45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們. 有一位告你們的, 就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 

46 你們如果信摩西, 也必信我. 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 

47 你們若不信他的書, 怎能信我的話呢. 

 

使徒們接受舊約聖經是上帝給新約基督徒的話。 

Apostles claimed whole OT as God-given for Christians  
 

羅 Romans 15:4 

從前所寫的聖經, 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叫我們因聖經所生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著盼 

望. 

 

林前 I Corinthians 10:11 

他們遭遇這些事, 都要作為鑑戒. 並且寫在經上, 正是警戒除我們這末世的人. 

 

提後 II Timothy 3:15-17 

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16 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豫備行各樣的善事. 

 

彼後 II Peter 1:19-21 

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豫言, 如同燈照在暗處. 你們在這豫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發亮 

     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 才是好的. 

20 第一要緊的, 該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 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21 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彼後 II Peter 3:16 

他一切的信上, 也都是講論這事.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 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 如強

解別的經書一樣, 就自取沈淪. 

 

再者﹕使徒們常在《舊約聖經》中讀到上帝的真理和智慧。 

所以他們也經常發現，經文所反映出來那關乎基督的知識，和基督徒生命的真象。 

Further: as the apostles constantly read divine truth and wisdom out of the Old Testament, 
so they constant found their knowledge of Christ and Christian realities reflected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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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引用《舊約聖經》的時候，情形正是這樣。 

I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we see this. 
 

因此﹕Therefore –  

我們這些順服使徒教導的基督徒們，閱讀《舊約聖經》有關上帝的靈在工作的經文

的時候，必須根據《新約》中關於靈的獨特位格的啟示去了解。正如當我們讀到

《舊約》中講到那位獨一真上帝，主耶和華，創造主，救主和成聖之主，崇拜的唯

一正確對象等等經文的時候，也應該透過新約所揭示三一上帝的真理去了解。 

We, apostolic Christians, should read Old Testament references to the work of the Spirit of 
God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of the Spirit’s distinct personhood, just as 
we should read Old Testament references to the one God, the Lord Yahweh, Creator, Savior 
and Sanctifier, the only right object of worship, in the light of the New Testament disclosure 
that God is triune. 
 

這種做法並不隨意。There’s nothing arbitrary about doing this. 

這種理解《聖經》的步驟是正確的，因為我們承認﹕兩約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 

The right-ness of the procedure follows directly from recognizing that:  
The God of both Testaments is one. 
 

這種解經步驟並非現代學者所說的「歷史釋經法」 (historical exegesis). 

This procedure is not what modern scholars call historical exegesis. 

歷史釋經法只尋求了解作者期望他的讀者從他的文本得著什麼，不再深入探討。 

Historical exegesis stops at asking what the human writer meant his intended readers to 
gather from what he said. 
 

藉《新約聖經》的亮光去研讀舊約聖經，可稱為「神學釋經」，或 「正典釋經

法」。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by the light of the New Testament – it is better described as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r “canonical interpretation” to use the current phrase.  
 

神學釋經法問的是﹕默示每位《聖經》作者的聖靈，要求今天的基督徒讀《聖
經》時，在他們擁有《新約聖經》的全部真理，並《聖經》所有經卷的情形下，
應從經文認識什麼。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sks: what the Holy Spirit, who inspired each writer, 
means Christians today to find in his words, as they read them with all New 
Testament truth,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Christian Bible, as their context. 
 

歷史釋經法確實告訴我們﹕《舊約》作者在他們論及上帝大能氣息時，並無意暗示

在上帝裏面有個別獨特的位格存在。 

Historical exegesis assures us that Old Testament statements about God’s almighty breath 
were not intended by their writers to imply personal distinctions within the deity. 
 

基督教神學的釋經，要求我們向主耶穌和祂的門徒一樣，認識到上帝本體裏的第 

三位在舊約時期已經活躍，而《舊約聖經》有關上帝大能氣息的陳述，事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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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到有位格的聖靈的作為。 

Christian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 requires us to follow the Lord Jesus 
and his apostles in recognizing that: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Godhead was active in Old Testament times, and Old 
Testament statements about God’s almighty breath do in fact refer to the personal 
Spirit’s activity. 
 

有關這真理的教導，《聖經》裏有先例﹕The lead is given by –  

可 12:36，徒 1:16，徒 4:25都指出大衛靠著聖靈發言，與撒下 23:2遙相呼應。 

David is said to have been spoken by the Spirit, in echo of II Samuel 23:2 
 

可 Mark 12:36 

大衛被聖靈感動說  [主對我主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徒 Acts 1:16 

弟兄們, 聖靈藉大衛的口, 在《聖經》上, 豫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 這話是必須應驗

的. 

 

徒 Acts 4:25  

你曾藉著聖靈, 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 說, 外邦為甚麼爭鬧, 萬民為甚麼謀算虛

妄的事. 

 

撒下 II Samuel 23:2 

耶和華的靈藉著我說, 祂的話在我口中. 

 

路 4﹕18-21也指出﹕耶穌被聖靈的能力充滿（見路 3﹕22，4﹕1，14；另參路 1﹕

35，41，67）。 

Jesus, filled with the power of the personal Holy Spirit, claims that his preaching fulfills 
Isaiah’s witness to his own anointing by the Spirit in chapter 61:1-4 of his prophecy. 
 

路 Luke 4:18-21 

18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 

    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19 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20 於是把書捲起來, 交還執事, 就坐下. 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 

 

參 Cf. 路 Luke 3:22 

聖靈降臨在祂身上, 形狀妨彿鴿子.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 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喜悅你. 

 

參 Cf. 路 Luke 4:1, 14 

1   耶穌被聖靈充滿, 從約但河回來, 聖靈將祂引到曠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14 耶穌滿有聖靈的能力回到加利利, 祂的名聲就傳遍了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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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Cf. 路 Luke 1:35 

35 天使回答說, 聖靈要臨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聖者, 必 

     稱為上帝的兒子. 

 

參 Cf. 路 Luke 1:41  

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 所懷的胎就在腹裡跳動, 以利沙伯且聖靈充滿. 

 

參 Cf. 路 Luke 1:67  

他父親撒迦利亞, 被聖靈充滿了, 就豫言說, 

 

路加福音宣稱﹕耶穌的教訓應驗了賽 61﹕1-4的預言，見證聖靈膏立了耶穌。 

 

賽 Isaiah 61:1-4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或作傳 

   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被囚的出 監牢. 

2 報告耶和華的恩年, 和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喜樂油, 代替悲哀, 讚美衣, 代替憂傷之靈. 使他 

   們稱為公義樹, 是耶和華所栽的, 叫他得榮耀. 

4 他們必修造已久的荒場, 建立先前淒涼之處, 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在約翰福音 3﹕5-10裏，關於從 “水和聖靈” 重生的教導，明顯是回應以西結書

36﹕25-27 及 37﹕1-14的，而身為以色列人的先生的尼哥底母，就是因為不曉得這

個教導的經文出處而受責備。 

The teaching on new birth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clearly looks back to Ezekiel 36:25-27 
and 37:1-14, and Nicodemus, the teacher of Israel, is chided (verse 10) for not picking up the 
reference.  
 

約 John 3:3, 5-10  

3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神的國. 

5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6   從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 就是靈. 

7   我說,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希奇. 

8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 也 

     是如此. 

9   尼哥底母問祂說, 怎能有這事呢. 

10 耶穌回答說,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還不明白這事麼. 

 

結 Ezekiel 36:25-27 

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 我要潔淨你們, 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 

     棄掉一切的偶像.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 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 

     給你們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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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必將我的靈, 放在你們裡面, 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結 Ezekiel 37:1-14 

1   耶和華的靈 (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 耶和華藉祂的靈帶我出去, 將我放在平原中.  

     這平原遍滿骸骨. 

2   祂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 誰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 而且極其枯乾. 

3   祂對我說, 人子阿, 這些骸骨能復活麼. 我說, 主耶和華阿, 你是知道的. 

4   祂又對我說, 你向這些骸骨發預言, 說, 枯乾的骸骨阿, 要聽耶和華的話. 

5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 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 你們就要活了. 

6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 使你們長肉, 又將皮遮蔽你們, 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 你們就 

     要活了. 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7   於是, 我遵命說預言. 正說預言的時候, 不料, 有響聲, 有地震. 骨與骨互相聯絡. 

8   我觀看, 見骸骨上有筋, 也長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還沒有氣息. 

9   主對我說, 人子阿, 你要發預言, 向風發預言, 說主耶和華如此說, 氣息阿, 要從四 

     方 (原文作風)而來, 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 使他們活了. 

10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 氣息就進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 並且站起來, 成為極大的軍隊. 

11 主對我說, 人子阿, 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們說, 我們的骨頭枯乾了, 我們的 

     指望失去了, 我們滅絕淨盡了. 

12 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我的民哪, 我必開你們的墳墓, 使你 

     們從墳墓中出來, 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13 我的民哪, 我開你們的墳墓, 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 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 你們就要活了. 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 你們就知道我 

     耶和華如此說, 也如此成就了. 這是耶和華說的. 

 

每當《舊約》教訓給應用在《新約》的教導上的時候，都以聖靈為根源﹕ 

Old Testament teaching that has a New Testament application is ascribed to the Holy Spirit 
as its source.   
 

徒 Acts 28:25  

他們彼此不合, 就散了. 未散以先, 保羅說了一句話, 說, 聖靈藉先以賽亞, 向你們祖宗

所說的話, 是不錯的. 

 

來 Hebrews 3:7 

聖靈有話說,[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 

 

來 Hebrews 10:15-17 

15 聖靈也對我們作見證. 因為祂既已說過, 

16 [主說, 那些日子以後, 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寫在他們心 

    上, 又要放在他們的裡面.] 

17 以後就說, [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 和他們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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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具決定性的，就是在使徒行傳 2﹕16-18，彼得指出五旬節聖靈的澆灌，是應驗

《約珥書》2﹕28-29的預言。 

Most decisively – Peter identifies the Pentecostal outpouring of the personal Holy Spirit as 
that which was predicted in the words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in Joel 2:28, 29. 
 

徒 Acts 2:16-18 

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17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 你們的 

     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作異夢. 

18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他們就要說豫言. 

 

珥 Joel 2:28-29 

28 以後,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豫言. 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 

     夢. 少年人要見異象. 

29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因此﹕ 

《舊約聖經》中論到上帝的靈的經文，其實是見證在《新約聖經》裏工作的聖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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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聖靈的位格 THE PERSONHOOD OF THE SPIRIT 

 
 

聖靈是保惠師 THE SPIRIT AS PARACLETE.   

 

在《新約聖經》裏，聖靈被描述為上帝的第三位格，與聖父，聖子相連，卻又有

別；正如聖父和聖子之間有別一樣。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Holy Spirit is set forth as the third divine Person, linked with, 
yet distinct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just as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re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聖靈是「保惠師」。 

He is “the Paraclete”. 
 

約 John 14:16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 John 14: 25 

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 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 

 

約 John 15: 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裡的聖靈. 祂來了, 就為我作見證. 

 

約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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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來. 

我若去, 就差祂來. 

 

Paraclete 是一個很豐富的詞彙。英文沒有一個圓滿的翻譯。 

Paraclete – a rich word, there is no adequate English translation for it. 
 

它的意思包括﹕It means:  

*安慰者（使人剛強者），輔導者，幫助者，支持者，勸導，辯護者，盟友，長

者。(* = 已更改中譯本。) 

Comforter (Strengthener), Counselor, Helper, Supporter, Adviser, Advocate, Ally, Senior 
Friend. 

唯有有位格的聖靈才能夠圓滿擔任這多重角色。 

And – only a person could fulfill such roles.  
 

簡言之，祂是「另外…一位」保惠師，緊隨主耶穌而來，接續耶穌的職事。亦唯有

相耶穌一樣有位格的聖靈，才能夠這樣做。 

More precisely –  
The Holy Spirit is “another” Paraclete, second in line to the Lord Jesus, continuing Jesus’ 
own ministry – and only a person, one like Jesus, could do that.   
 

約 John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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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在希臘文文法裏，「靈」是個中性名詞 (pneuma), 必須配上一個中性代名詞 (ekeino, 

it, 「它」 )；但約翰為了突出聖靈的位格，卻重復運用陽性代名詞 (ekeino, he,  

「他」)來敘述耶穌對聖靈的講論。John underlines the point by repeatedly using a 

masculine pronoun (ekeinos, “he”) to render Jesus’ references to the Spirit, when Greek 
grammar called for a neuter one (ekeino, “it”) to agree with the neuter noun “Spirit” (pneuma). 
 

約翰要他的讀者肯定知道聖靈是「他」，不是 「它」。 

John wants his readers to be in no doubt that the Spirit is he, not it.   
 

約 John 14:26  

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 John 15: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裡的聖靈. 祂來了, 就為我作見證. 

 

約 John 16:8 

祂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約 John 16:13, 14 

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 (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 

     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14 祂要榮耀我. 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約翰在約 14﹕17首次介紹聖靈時，運用了合乎文法的中性代名詞 (ho和 auto)，這

使他後來在 14﹕26，15﹕26，16﹕8，13-14等章節裏轉用的陽性代名詞顯得尤為突

出。因為由此可見他轉用陽性的代名詞並非他的希臘文力有不逮，相反，是源於一

種具權威的神學思想。 

This masculine pronoun is the more striking because: in John 14:17, where the Spirit is first 
introduced, John had used the grammatically correct neuter pronoun (ho and auto), thus 
ensuring that his subsequent shift to the masculine would be perceived not as incompetent 
Greek, but as magisterial theology.   
 

約 John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祂, 也不認識祂. 你們卻認識祂. 因祂

他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裡面. 

 

同時﹕Again –  

聖靈被描述為會聽，會講，能作見證，使人信服，榮耀基督，帶領，引導，命令，

禁止，願望，感動人說話，給予人幫助，用說不出來的歎息為信徒祈禱，並親自在

信徒的禱告中向上帝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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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ly Spirit is said to hear, speak, witness, convince, glorify Christ, lead, guide, teach, 
command, forbid, desire, give speech, give help, and intercede for Christians with 
inarticulate groans, himself crying to God in their prayers.  
 

約 John 14: 26 

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約 John 15: 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裡的聖靈. 祂來了, 就為我作見證. 

 

約 John 16: 7-15 

7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 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惠師就到不你們這裡 

     來. 我若去, 就差祂來. 

8   祂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9   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 

10 為義, 是因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就不再見我. 

11 為審判, 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12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 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或作不能領會). 

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 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 

     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14 祂要榮耀我. 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15 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說, 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徒 Acts 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徒 Acts 8:29 

聖靈對腓利說, 你去貼近那車走. 

 

徒 Acts 13:2  

他們事奉主, 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 

 

徒 Acts 16: 6, 7 

6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 他們就經過弗呂家, 加拉太一帶地方. 

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 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 

 

羅 Romans 8:14 

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 都是上帝的兒子. 

 

羅 Romans 8: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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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Romans 8:26, 27 

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 

     來的歎息, 替我們禱告. 

27 鑒查人心的, 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上帝旨意替聖徒祈求. 

 

加 Galatians 4: 6 

你們既為兒子, 上帝就差祂兒子的靈, 進入你們 (原文作我們) 的心, 呼叫阿爸, 父. 

 

加 Galatians 5:17, 18  

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 聖靈和情慾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 

     作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 就不在律法以下. 

 

此外﹕Also –  

祂還會被欺哄，會擔憂。 

The Holy Spirit can be lied to and grieved. 
 

徒 Acts 5:3, 4 

3 彼得說, 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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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自己的麼. 既賣了, 價銀不是你作主麼. 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 

   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上帝了. 

 

弗 Ephesians 4:30  

不要叫上帝的聖靈擔憂. 你們原是受了祂的印記, 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只有具位格的，才能符合以上的描述。 

Only of a person could such things be said. 
 

所以﹕CONCLUSION –  

聖靈並非單單一種影響力；祂像父和子一樣，是有位格的。 

The Spirit is not just an influence; he, like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s an individual person.   
 
 

聖靈是上帝 THE SPIRIT AS DEITY.   

 

*再者﹕聖靈被描述為一位有神性的位格 (a divine person; 中譯本﹕ “一位聖者”)。 

The Holy Spirit is set forth as a divine person. 
 

* 祂的獨特位格，是在獨一真神的本體裏的位格。 

His individuality is with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聖靈的  “聖” 字，意味祂的神性。好幾段經文明確地道出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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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y word holy suggests his deity, and several passages are explicit about it. 
 

耶穌說﹕祂的門徒要受洗歸入上帝的名（名 [name] 是用單數寫的，因為只有一位

上帝）。祂所宣稱的這個名字，是一個具有三重位格的名 (tri-personal name). 

Jesus declares that the name of God, into which those who become his disciples are to be 
baptized (name in the singular, note, for there is only one God) is a tri-personal name. 
 

太 Matthew 28:19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

於父子聖靈的名)) 

 

同樣，約翰寫信給一個教會，開首就說﹕ 

John begins his letter to the seven churches by wishing them grace and peace…  
 

啟 Revelation 1: 4, 5 

4 約翰寫信給亞西亞的七個教會. 但願從那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上帝. 和寶座前的七 

   靈. 

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 從死裡首先復活, 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 有恩惠平安歸 

   與你們. 祂愛我們, 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 

 

在啟示錄裏， “七” 象徵神聖圓滿，而 “七靈” 肯定代表聖靈圓滿的能力和工作。  

In the number symbolism of Revelation, seven signifies divine completeness, and the “seven 
spirits” certainly signify the Holy Spirit in the fullness of his power and work. 
 

參 Cf. 啟 Revelation 3: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 說, 那有上帝的七靈和七星的, 說, 我知道你行為, 按名

你是活的, 其實是死的. 

 

參 Cf. 啟 Revelation 4:5 

有閃電, 聲音, 雷轟, 從寶座中發出.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 這七燈就是上帝的

七靈. 

 

參 Cf. 啟 Revelation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殺過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上

帝的七靈,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且看天父列在首位，子排列第三，而聖靈列在二者之間。毫無疑問，聖靈與其他二

者是同等的。 

When the Father is put first and the Son third and the Spirit between them, as here, no room 
remains for doubt as to the Spirit’s co-equality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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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要確定此事（中譯本﹕確定此事之餘），我們發現一連串 “三而一” 的經文﹕

上帝恩典計劃是獨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在這計劃裏，聖父，聖子，聖靈連成一

體。 

Confirming this, a series of “triadic” passages link Father, Son, and Spirit together in the 
inseparable unity of a single plan of grace. 
 

林前 I Corinthians 12:4-6 

4 恩賜原有分別, 聖靈卻是一位. 

5 職事也有分別, 主卻是一位. 

6 功用也有分別, 上帝卻是一位, 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 

 

林後 II Corinthians 13:4 

祂因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 卻因上帝的大能, 仍然活著. 我們也是這樣同祂軟弱, 但因

上帝向你們所顯的大能, 也必與祂同活. 

 

弗  Ephesians 1: 3-13 

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 祂在基督裡, 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 

     福氣. 

4   就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有 

     瑕疵. 

5   又因愛我們, 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豫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6   使祂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這恩典是祂在愛子裡所賜給我們的. 

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 得蒙救贖, 過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8   這恩典是上帝用諸般智慧聰明, 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9   都是照祂自己所豫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10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同歸於一. 

11 我們也在祂裡面得了基業, (得或作成)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作萬事的, 照著祂旨意 

     所豫定的. 

12 叫祂的榮耀, 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著稱讚. 

13 你們既聽見真裡的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弗 Ephesians 2: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祂他被一個聖靈所感, 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Ephesians 3:14-19 

14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 

15 (天上地上的各家, 都是從祂得名) 

16 求祂按著祂豐盛的榮耀, 藉著祂的靈, 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17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 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 有根有基, 

18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是何等長闊高深, 

19 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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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Ephesians 4: 4-6 

4 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 正如你們蒙召, 同有一個指望, 

5 一主, 一信, 一洗, 

6 一神, 就是眾人的父, 超乎眾人之上, 貫乎眾人之中, 也住在眾人之內. 

 

帖後 II Thessalonians 2:13-14 

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 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上帝. 因為祂從起初揀選了你們, 叫你 

     們因信真道, 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 能以得救. 

14 上帝藉我們所傳的福音, 召你們到這地步, 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彼前 I Peter 1: 2  

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見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 又蒙祂血所灑

的人. 願恩惠平安, 多多的加給你們. 

 
 

我們所得的結論是﹕CONCLUSION –  

聖靈絕非單單一個有能力的受造物，像天使一樣。祂與父和子同等，是全能的上

帝。 

The Spirit is no mere powerful creature, like an angel; he,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is God Almighty.  
 
Never think or speak of the Holy Spirit in less than personal terms!! 

因此﹕絕不可用非位格性的詞彙去思想或講論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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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聖靈與基督 THE HOLY SPIRIT AND CHRIST 

 

《約翰福音》是否可靠的歷史根據問題 – 已有 一個世紀的學術討論。 

John’s Gospel – a century of academic debate about the historical trustworthiness.   

在研究《新約聖經》主旨時，若還以《約翰福音》起始，就會顯得過時落伍了。 

It is unfashionable to start with John when exploring New Testament themes.   
 

一般慣常的作法，是透過《馬太》、《馬可》、及《路加福音》，有時也透過彼得

和保羅的書信，去研究約翰的見證。 

The convention: work up to the study of John’s witness via Matthew, Mark, Luke’s two 
volumes, and sometimes Peter and Paul, too.   
 

可是﹕But –  

對於約翰的記載，我們看不出有任何充分理由去懷疑它的真確性。 

No good reason to doubt the authenticity or the intrinsic clarity of what John records.   

約翰福音記載了耶穌親口說的話，位我們提供了理解聖靈職事的重要線索。 

In John Gospel, from Jesus’ lips, the vital c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 is 
given.   
 
 

關於聖靈的應許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約翰告訴我們，耶穌在祂被賣的一夜，向十一門徒說了一段很長的話，表示自己將

要離開他們，進入榮耀中；並論到他們未來的門徒生命將會如何。 

Jesus spoke about the disciple’ future discipleship, in the light of his own imminent 
departure to glory (John chapters 13-16).   
 

耶穌好幾次提到保惠師，即是祂所說﹕真理的靈，和聖靈。 

He referred several times to the Paraclete, whom he identified as the Spirit of truth and the 
Holy Spirit. 
 

約 14:17 – 真理的靈 Spirit of truth  

就是真理的聖靈,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祂, 也不認識祂. 你們卻認識祂. 因祂

常與你們同在, 也要在你們裡面. 

 

約 John 15: 26 – 真理的靈 Spirit of truth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裡的聖靈. 祂來了, 就為我作見證. 

 

約 John 16: 13 – 真理的靈 Spirit of truth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不是憑自己

說的, 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 John 14: 26 – 聖靈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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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耶穌說﹕在祂離去以後，天父會因著祂（聖子）的要求而差派保惠師來。 

The Paraclete would be sent by the Father at his (the Son’s) personal request, following his 
own departure. 
 

約 John 14: 16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或作訓慰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約 John 14:26 

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因此，我們可以說﹕聖靈是由聖子差派的一位天父的使者。 

The Paraclete could be said to be sent by the Son as the Fahter’s agent. 
 

約 John 15: 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 就是從父出來真裡的聖靈. 祂來了, 就為我作見證. 

 

約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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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惠師就不你們這裡來. 我

若去, 就差祂來. 

 

耶穌說，祂會「因我的名」受差遣。 

He would be sent “in My name.”  
 

約 John 14: 26  

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意即是說﹕祂是耶穌的信差，發言人，和代表。祂將永遠與耶穌的門徒同在。 

That is: as Jesus’ courier, spokesman, and representative.   
He would stay with Jesus’ disciples forever.  
 

約 John 14:16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 (或作訓慰師下同)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 

 

藉著祂的降臨，耶穌 – 他們榮耀的主 – 會真實地住在他們中間。 

Through his coming to them, Jesus himself, their glorified Lord, would actually return to 
them. 
 

約 John 14: 18-23 

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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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還有不多的時候, 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 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 你們在我裡面, 我也在你們裡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 

     且要向他顯現. 

22 猶大 (不是加略人猶大) 問耶穌說, 主阿, 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 不向世顯現呢. 

23 耶穌回答說, 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那裡去,  

     與他同住. 

 

在聖靈的新約職事中（這正是耶穌所講述的），聖靈會隱藏自己，而將人的注意力

校正在耶穌身上，把人帶進信，望，愛，順服，敬拜和委身的生活中，以致與基督

深深密契。 

In his new covenant ministry (for this is what Jesus was talking about), the Spirit would be 
self-effacing, directing all attention away from himself to Christ, and drawing folk into the 
faith, hope, love, obedience, adoration, and dedication, which constitute communion with 
Christ.   
 

* 這就是（中譯﹕仍舊是）衡量所謂「屬靈」運動，並所謂「屬靈」經歷的主要標

準。 

This remains the criterion by which the authenticity of supposed “spiritual” movements, and 
of supposedly “spiritual” experiences, may be gauged.   
  
 

聖靈與基督的同在 THE SPIRIT AND CHRIST’S PRESENCE. 

 

凡願意遵行上帝話語者，都表明他們是愛上帝的。聖靈會使他們（中譯﹕幫助他

們）真實地經歷基督的同在，並與基督和天父相交。 

The Spirit would make the presence of Christ, and fellowship with him and his Father, 
realities of experience for those who, by obeying his words, showed that they loved him. 
 

約 John 14:21-23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 

     且要向他顯現. 

22 猶大 (不是加略人猶大) 問耶穌說, 主阿, 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 不向世顯現呢. 

23 耶穌回答說, 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那裡去,  

     與他同住. 

 

* 這是基督徒獲得獨特經歷的保證（charter, 中譯﹕「途徑」），約翰已親自為這種

經歷作見證﹕ 

This is the charter for that quality of Christian experience to which John himself testified. 
 

約壹 I John 1:3  

我們將所看見, 所聽見的, 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 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

基督相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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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基督給我們眾人的挑戰，叫我們尋求這種親身體驗的相交生活，而不單單滿足

於次等的基督徒生活。 

It comes as Christ’s challenge to us all, to seek this experienced fellowship, and settle for 
nothing less.  
 
 

聖靈的教導 THE TEACHING OF GOD’S SPIRIT. 

 

耶穌在世上三年的事奉中，曾經不斷教導人，同樣，聖靈也負責教導的工作。 

The Spirit would teach, as Jesus had taught for the three precious years of his ministry on 
earth. 
 

聖靈教導的方式是使門徒回想並了解耶穌曾經說過的話。 

The Spirit’s way of teaching would be to make disciples recall and comprehend what Jesus 
himself had said. 
 

約 John 14:26 

但保惠師,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祂要將一切的事, 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

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參 Cf. 約 John 16:13 – 耶穌所說「一切的真理」﹕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原文作進入) 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憑自

己說的, 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 16﹕13 「一切的真理」 ﹕類似約 14﹕26的 「一切的事」。意思並不說「要知

道所有任何事情」。而是指「所有你需要知道有關我的事」。 

“All the truth.”   “All things” = not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anything,” but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me.” 
 

「將來的事」並非「將來要發生在你們身上的事」，而是「將要發生在我身上的
事」﹕十字架，復活，作王，再來，復興萬事。 

“The things that are to come” = not “what awaits you,” but “what awaits me” – the 
cross, the resurrection, the reign, the return, the restoring of all things. 
 

今天，林林總總的所謂基督教神學思想爭相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我們應用上述方法

去試驗聖靈在這一切神學思想裏到底佔了什麼地位。 

This is the test that will show how much of the Spirit there is, in each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supposedly Christian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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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見證 THE WITNESS OF THE SPIRIT. 

 

* 聖靈會為基督作見證，使眾人知道那像囚犯一樣受刑釘死的基督，實際上並非罪

人。祂復活後進入天父的榮耀中，證明（中譯﹕就證明）祂是正義無罪的。祂藉著

十字架上的審判，驅逐了世界的黑暗之主，並成為世界的審判著。 

The Spirit would attest Christ in the manner of a witness, causing folk to know that though 
crucified as a criminal, he was not in any way a sinner, that he was in fact vindicated as 
righteous by his return to the Father’s glory, that he began to fulfill his role as the world’s 
judge by the judgment, carried out on the cross, which dethroned the world’s dark lord, and 
that failure to acknowledge him in these terms is the sin of unbelief. 
 

約 John 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 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凡拒絕承認這些真理的都犯了不信的罪。 

 

約 John 15:27 

你們也要作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約 John 16: 8-11  

8   祂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9   為罪, 是因他們不信我. 

10 為義, 是因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就不再見我. 

 

* 作見證的靈（中譯﹕那帶著見證的靈）這樣（中譯﹕無形中）成了世人的起訴

者，讓世人醒悟到拒絕耶穌，或不以認真態度對祂是何等嚴重的罪。 

The witnessing Spirit would hereby act as humanity’s prosecutor, working in heart after heart the 
verdict “I was wrong; I am guilty; I need forgiveness” as he brings home the enormity of 
rejecting Jesus or at least not taking him seriously enough. 
 

約 John 16: 8 

祂既來了, 就要叫世人為罪, 為義, 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 

 

* 聖靈在一個又一個的心靈中工作，叫人知罪，承認﹕「我錯了；我有罪（中譯﹕

我有罪了）；我需要上帝的赦免。」這是聖靈在福音工作中協助人信主的應許。  

This is a promise of the Spirit’s aid in evangelism. 

祂說服人，及使人扎心知罪（中譯﹕使人認認罪的方式），是透過教會傳遞使徒的

信息（中文翻譯加﹕去說服人接受基督）。而聖靈的見證，是藉著作見證的基督徒

將真理展示在人們的心思意念中。 

* 聖靈奇妙地開啟人心靈的耳朵（中譯﹕然後聖靈就開啟眾人心靈的耳朵），使真

理在每個罪人的良心裏運行。 

His way of convincing and convicting is through Christian persuading, as the Church relays the 
apostolic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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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witness is a matter of his opening the inward ear, and applying to the individual 
conscience the truths that witnessing Christians set before the mind. 
 

約 John 15: 27 

你們也要作見證, 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約 John 17: 20  

我不但為這些人祈求, 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信我的人祈求. 

 

故此，聖靈使要榮耀那榮耀的救主。 

Thus – the Spirit would glorify the glorified Savior. 
 

約 John 16:14 

祂要榮耀我. 因為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 

 

一方面，聖靈將關於基督的真理闡釋清楚，另方面，祂開啟人愚昧的心竅去接受真

理。由始至終，主基督耶穌都是聖靈職事的焦點。 

Acting both as interpreter to make clear the truth about him, and as illuminator to ensure 
that benighted minds receive it.  Jesus, the Lord Christ, would be the focal point of the 
Spirit’s ministry, first to last.  
 
 

聖靈照明（榮耀）基督 THE FLOODLIGHT MINISTRY.  

 

關於聖靈這方面的職事，耶穌在地上地時候，聖靈「還沒有賜下。」 

The Spirit was “not yet” in this role while Jesus was on earth. 
 

約 John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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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 

 

直至天父榮耀了基督，聖靈才開始祂的工作，使人醒覺到耶穌的榮耀。 

Only when the Father had glorified him could the Spirit’s work of making men aware of 
Jesus’ glory begin. 
 

約 John 17: 1, 5  

1 耶穌說了這話, 就舉目望天說, 父阿, 時候到了. 願你榮耀你的兒子, 使兒子也榮耀 

   你. 

5 父阿, 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聖靈的信息永不是﹕「看我，聽我，來就我，來認識我。」 

The Spirit’s message is never: “Look at me; listen to me; come to me; get to know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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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看祂，看祂的榮耀；聽祂，留心祂的話語；來就近祂，得著生命；認識

祂，嘗嘗祂所賜的喜樂和平安。」 

It is always: “Look at him, and see his glory; listen to him, and hear his word; go to him, and 
have life; get to know him, and taste his gift of joy and peace.”   
 

聖靈作為第二位保惠師，經常引領我們來到原本的保惠師面前。這位原本的保惠師

常常藉著第二位保惠師第降臨就近我們。 

As the second Paraclete, the Spirit leads us constantly to the original paraclete, who himself 
draws near through the second Paraclete’s coming to us. 
 

約 John 1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聖靈使我們能辨明第一位保惠師，感動我們伸出我們的手，與那位作在寶座上

的，與我們相遇的保惠師相交；這樣，聖靈按照基督自己的話榮耀基督。 

（中譯﹕聖靈幫助我們辨出原來的保惠師，又在這位保惠師從祂的寶座下來與我們

相遇時，感動我們向祂伸出雙手；就這樣，聖靈照著基督的話榮耀基督。） 

Thus, by enabling us to discern the first Paraclete, and by moving us to stretch out our hands 
to him as he comes from his throne to meet us, the Holy Spirit glorifies Christ, according to 
Christ’s own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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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聖靈與基督徒 THE HOLY SPIRIT AND CHRISTIANS 

 

耶穌的教訓給我們提供了主要線索，藉以解釋《新約聖經》一切有關聖靈職事的教

導。 

This teaching by Jesus is the clue to interpreting everything the New Testament tells us 
about the Spirit’s ministry to Christians.   
 

* 太多時候，我們只依據我們的需要和缺乏來理解聖靈的職事，而沒有按著真理理

解；即﹕聖靈的工作是榮耀基督，向我們體現基督，叫我們醒覺基督是誰，好叫我

們完全信靠祂！ 

Too often that ministry is related only to our lacks and needs, and not thought through in 
terms of the truth we have been learning – namely, that the Spirit is here to glorify Christ 
and that his main and constant task is to mediate Jesus’ presence to us, making us aware of 
all that Jesus is, so that we will trust him to be all that to us.   
 

結果，我們以基督徒為中心，而今不是以基督為中心去理解聖靈的工作。換句話

說﹕我們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去看聖靈的職事。 

The result is a view of the Spirit’s ministry that is Christian-centered instead of being Christ-
centered: man-centered rather than God-centered.   
 

無可置疑，其中一個導致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觀點的原因是﹕雖然《新約》書信對聖

靈在個人身上所擔任的職事有最詳盡的討論，卻甚少提及門徒與主耶穌之間的愛和

相交（因為﹕當時書信的讀者肯定已知道這方面的真理）。然而在福音書中，雖對

於關乎耶穌的一切有最詳細的描述與闡釋，但除了約翰 14-16章以外，甚少論及聖

靈。 

One reason for this man-centered view is that in the epistles, very little is said about the 
disciple’s communion with, and love for Jesus his Master; while in the gospels, very little 
apart from John 14-16 is said about the Spirit.   
 

但是我們必須謹記﹕福音書是為那些熟悉書信中教義的人寫的；同樣，書信的讀者

腦海中很自然會浮現有關信靠基督和愛基督的經文。 

But: …as the gospels were written for folk who already knew much of the doctrine of the 
epistles, so the epistles were written to folk who already knew many of the stories of the 
gospels…  
 

我們絕不可忘記﹕聖靈在新約之下的主要工作仍舊是體現基督。 

We should never let ourselves forget that mediating the presence of Christ was, and remains 
the main task the Spirit is here to perform under the new cov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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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重生 THE NEW BIRTH. 

 

* 基督徒生命開始時的重大改變，就是耶穌所喻說的「新生」或「重生」（約 3﹕

3-8；另參彼前 1﹕23，雅 1﹕18）；聖經說，人的重生，是「從靈生的」（約 3﹕

6）。 

It is  truly said that the great change that starts our Christian lives, which Jesus pictures as 
“new birth” or being “born again” (John 3:3-8; cf. also I Peter 1:23, James 1:18), is “of the 
Spirit” (verse 6).  
 

約 John 3:3- 8  

3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見上帝的國. 

4 尼哥底母說, 人已經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 

5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 就不能進上帝的國. 

6 從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 就是靈. 

7 我說,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希奇. 

8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 也 

   是如此. 

 

彼前 1 Peter 1: 23   

你們蒙了重生, 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 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 是藉著上帝活潑常存

的道. 

 

雅 James 1:18  

祂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們, 叫我們在祂所造的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The new birth is “of the Spirit” (John 3:6).   
 

第 5節提及的「水」並非指任何可以補充聖靈內在工作的外在東西。祂不是指約翰

的施洗，或基督徒的洗禮，或如一些人所假定的自然生產時的羊水。而是指到內在

更新的潔淨，正如以西結書 36﹕25-27的意象一樣。 

“Water” of verse 5 does not refer to anything external, tha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inward 
work of the Spirit, not to John’s baptism or to Christian baptism, or to the waters of natural 
birth, but rather to the cleansing aspect of inward renewal, as pictured in Ezekiel 36:25-27. 
 

結 Ezekiel 36: 25- 27 

25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潔淨了. 我要潔淨你們, 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  

     棄掉一切的偶像. 

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 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 

     給你們肉心. 

27 我必將我的靈, 放在你們裡面, 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在第 6節沒有提及水，並不產生問題，因為水只不過說明聖靈更新工作的其 

中一方面而已。 

No problem arises from the non-mention of water in verse 6, because: the water was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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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an illustration of one aspect of the Spirit’s renewing action. 

我們也很熟悉這真理﹕（不是﹕在類似的基礎下）保羅成這個過程為「重生」 

(regeneration, 多 3:5)  和「新造」(new creation, 林後 5:17, 加 6:17)。 

It is also familiar ground that: Paul calls this process “regeneration” and “new creation.” 
 

多 Titus 3: 5 

祂便救了我們, 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祂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 和聖靈

的更新. 

 

林後 II Corinthians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加 Galatians 6:17 

從今以後, 人都不要攪擾我. 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 

 

保羅並把它解釋為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生命改變。 

Paul explains it in terms of life-changing union with Christ in his death and resurrection.   
 

羅 Romans 6:3- 11 

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 

4   所以, 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 和祂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像 

     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裡復活一樣. 

5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 和祂同釘十字架, 使罪身滅絕, 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已死的人, 是脫離了罪.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 就信必與他同活. 

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 

10 祂死是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祂活是向上帝活著. 

11 這樣, 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上帝在基督耶穌裡, 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13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 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 將自己獻給 

     上帝. 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上帝. 

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 因為你們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15 這卻怎麼樣呢. 我們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麼. 斷乎不可. 

16 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 順從誰, 就作誰的奴僕麼. 或作罪的奴僕以至於死.  

     或作順命的奴僕, 以至成義. 

17 感謝上帝, 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 現今卻從心裡順服了所傳給你道理的 

    模範. 

 

西 Colossians 2:12-15 

12 你們既受洗與祂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 都因信那叫祂從死裡復活上 

     帝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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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們從前在過犯, 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上帝赦免了你 (或作我們)一切過犯,  

     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 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 把祂撤去, 釘在十字架上. 

15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 明顯給眾人看, 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保羅肯定，成為基督徒的過程是透過信心完成的（中譯﹕保羅確定基督徒藉著信

心能逐漸達致完全）；信心的意思是仰望基督，信靠祂所流的寶血，並寶血所印證

赦罪的應許。 

Paul affirms, as does Christ himself, that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hristian reaches 
completion through faith, which means looking to Christ and trusting his shed blood and 
the promise of pardon that it sealed. 
 

羅 Romans 4:16-25   

16 所以人得為後嗣是本乎信. 因此就屬乎恩. 叫應許定然歸給一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 

     屬乎律法的, 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 

17 亞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上帝, 他在主面前作我世人的父.  

     如經上所記, [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父.] 

18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國的父, 正如先前所說, [你的後 

     裔將要如此.] 

19 他將近百歲的時候, 雖然想到自己的身體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經斷絕, 他的信 

     心還是不軟弱. 

20 並且仰望上帝的應許, 總沒有因不信, 心裡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裡得堅固, 將榮耀 

     歸給上帝. 

21 且滿心相信, 上帝所應許的必能作成. 

22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23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 不是單為他寫的, 

24 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 就是我們這信上帝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的人. 

25 耶穌被交給人, 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 是為叫我們稱義. (或作耶穌是我們的過犯 

     交付了是為我們稱義復活了) 

 

羅 Romans 10: 8-13  

8  祂到底怎麼說呢. 他說, [這道離你不遠, 正在你口裡, 在你心裡. 就是我們所傳信 

    主的道.  

9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上帝叫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10 因為人心裡相信, 就可以稱義. 口裡承認, 就可以得救. 

11 經上說, [凡信祂的人, 必不至於羞愧.] 

12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 並沒有分別. 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 祂也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 

13 因為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西 Colossians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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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既受洗與祂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 都因信那叫祂從死裡復活上帝的

功用. 

 

約 John 3:15-21  

15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 (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裡面得永生) 

16 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7 因為上帝差祂的兒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18 信他的人, 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經定了, 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 

19 光來到世間, 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 

20 凡作惡的便恨光, 並不來就光, 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21 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 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約 John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

出死入生了. 

 

約 John 6: 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信的人有永生. 

 

約 John 6: 53-58 

53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沒有生 

     命在你們裡面. 

54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 

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 我又因父活著, 照樣, 吃我肉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吃這個糧的人, 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  

     還是死了. 

 

同時保羅也告訴我們，聖靈吸引我們倚靠和追隨基督，使我們與基督聯合，成為祂

教會的肢體，同屬一個身體。因此我們藉著信心，可在祂的大能之下活出超自然的

生命。 

The Spirit draws us into a personal expression of dependence on and discipleship under 
Jesus, and by this means, unites us to him as members of the one body that is his church, so 
that henceforth by faith we live a supernatural life in his power. 
 

林前 I Corinthians 12: 3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上帝的靈感動的, 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林前 I Corinthians 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 是希利尼人, 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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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 飲於一位聖靈. 

 

可是，我們對於新生通常過於「主觀」；「主觀」的意思並不是「個人化」，而是

說太內向，把注意力全集中到個別信徒身上，忽略了那位拯救人的基督。著是錯誤

的想法，會產生兩個不良的後果。 

Yet: often our thoughts about the new birth are too subjective – not too personal (that could 
hardly be), but too turned in, with all our interest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who believers, 
rather than on the Christ who saves.   
This is bad thinking – it produces two bad results.  
 

1. 首先，我們腦海中充塞著一種規格式的期望，認為悔改信主必定有某種情感

經驗（為罪憂傷，在尋索真理過程中的痛苦掙扎，信主後的極度喜樂等

等）。我們從別人的悔改經歷中推論出這種期望。這些經歷可能自保羅開

始，到後來的奧古斯丁，路德，本仁，衛斯理，以至我們自己的悔改經驗；

然後，我們永這些經歷作為判斷我們同代的弟兄姐妹是否真正悔改的準繩。

這真是愚昧又可悲！Our minds get possessed by a standard expectation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conversion (so much sorrow for sin, so much agony of 
search, so much excess of joy).  We deduce this expectation from conversion stories 
known to us – Paul, Augustine, Luther,  Bunyan, Wesley…  We use it as a yardstick 
for judging whether or not our contemporaries are converted.  This is sad and silly.   
 

*罪人回歸信主的經歷因人而異，萬不可用任何標準期望來衡量。 

[中譯本﹕許多悔改的經歷，甚至一些很突然而又可追溯日期的經驗（這些

經驗可能只屬少數人），可以跟一般標準的期望有極大差異。] 

Conversion experiences vary too much to fit any standard expectations.   
 

*我們若用任何標準經驗的尺度來衡量人的歸主，很容易將一些滿有歸主

（指﹕悔改，信心）的生命特徵的人，當作是未信者；又把一些有標準經歷

的人當作已信主者，雖然他們現時的生命，已經完全沒有那種標準經歷（就

是他們見證所講述的經歷）的特徵了。 

[ 中譯本﹕我們硬要用這種尺度去量度別人，很容易把一些現時滿有悔改特

徵的人指為未信者，同時，對於那些曾經一度見證自己有合乎標準悔改經驗

的人，雖然現在已不再有那些經驗，我們還是把他們當作是已經悔改信主

的。] 

The effect of using this yardstick is: we are often found dismiss as unconverted many 
who show abundant signs of present convertedness, while continuing to treat as 
converted folk who look as if the standard experience to which they once testified 
has now completely worn off.  

 

其實，正如清教徒和愛德華茲所熟知的，根本沒有一種情感狀況或什麼必然

後果，也沒有任何單獨的經驗，可以作為明確的新生指標。 

The truth is: no emotional state or sequence as such, no isolated experience 
considered on its own, can be an unambiguous index of new 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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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憑任何一個指標去思想，判斷，必會產生無數錯誤。 

* 惟獨在現時活出歸主（悔改，信心）的生命 (a life of present converted-ness)

的人，才讓別人有信心確定，他是一個曾經歸主的人(he was converted at 

some point in the past) 。 

[惟獨現時就出現出悔改的新生命，才足以讓人有信心去確定一個人以往曾

在某一個時候悔改信主。] 

We shall make endless errors if we think and judge otherwise.  Only a life of present 
convertedness can justify confidence that a person was converted at some point in 
his or her past.   

 

2. 第二個不良後果，就是在我們的福音信息中，基督不是我們所注意的中心，

也不是開啟我們生命意義的鑰匙，祂只不過是一個形象 – 有時只是一個模糊

不清的形象，我們把他引進來，只不過為了解答我們一些先存以自我位中心

的問題（如﹕我如何找到內心的平安？如何在壓力下找到心靈和思想上的平

安？歡欣？喜樂？生活的力量？）。 

 
In our evangelistic presentations, Christ appears not as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nd 
himself the key to life’s meaning, but as a figure – sometimes a very smudgy figure –  
brought in as the answer to some preset egocentric questions of our own (How may 
I find peace of conscience? Peace of heart and mind when under pressure? 
Happiness? Joy? Power for living?).   
 

我們並不強調盡忠跟隨耶穌的必要及其中的要求（有些人甚至認為原則上是

不應該強調的），因此跟隨耶穌的代價也沒有人去計算了。 

The necessity of faithful discipleship to Jesus, and the demands of it, are not stressed.  
The cost of following Jesus is not counted.   
 

* 結果，我們撒下的福音種子，只收割了一大批還未回轉（注﹕即還未悔改

信耶穌）的人，他們以為可以隨意呼喚耶穌，利用祂作為救主和助手，但不

承認祂為生命的主。同時，亦吸引了一大堆人，他們被一面倒信息的所謂亮

光所誤導（中譯﹕他們被信息中片面的光芒所誤導），以為基督可以保護屬

祂的人免遇上生命中一切煩惱。 

In consequence, our evangelism reaps large crops of still unconverted folk who think 
they can cast Jesus for the role of P. G. Wodehouse’s Jeeves, calling him in and 
making use of him as Saviour and Helper, while declining to have him as Lord.  It 
brings in great numbers who, misled by the glowing one-sidedness of our message, 
have assumed that Christ can be relied on to shield those who are his from all major 
trouble.   
 

第一類人若然沒有完全流失，便成為教會中的枯木。第二類人大受打擊，極

度困擾 – 這是因為他們所期望的，剛好與實際經驗相反。 

The first group become dead wood in our churches.  The second group experience 
traumatic upsets, because they expected the oppo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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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信徒產生這種虛假期望的牧養方式是殘缺的（中譯﹕有問題的），甚至到殘忍的

地步。當困難臨到時，信徒除了咬緊牙關，頑強不屈，就再無其他應付方法了。 

The nurture that leaves Christians with false expectations and no resources except the stiff 
upper lip for coping when trouble strikes, is defective to the point of cruelty.   
 

這些期望到底從哪裏來的呢？ 

Where do these expectations come from?   
 

似乎很明顯，我們那種推銷員式以人為中心的福音信息，一方面大力吹棒基督徒生

命的好處，另一方面只避重就輕地談論基督徒的擔子，因而給信主的人固定了一條

思想路線。這正是我們需要追溯的問題根源。 

The salesman-like man-centeredness of so much of our evangelism, cracking up the benefits 
and minimizing the burdens of the Christian life, thereby fixing the lines on which converts 
will subsequently think, is one root cause.   
 
 

那麼，我們該怎樣清理現時福音信息裏過多及有害的主觀成分？ 

How could we purge our evangelism of its excessive and damaging subjectivity?   
 

最簡潔的答案是﹕ 

The short answer is: 

學習緊隨聖靈的引導，直接注目在耶穌基督身上 – 祂是救世的上帝，是世人的典

範，未來的審判者，也是軟弱，貧窮和不可愛者的愛侶；祂曾親自背負了十字架，

現在要帶領我們走十架的道路。 

By learning to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s new covenant ministry and to focus more 
directly on Jesus Christ himself as Saviour God, as model human being, as coming Judge, as 
Lover of the weak, poor, and unlovely, and as Leader along the path of cross-bearing that he 
himself trod.   
 

*然後，我們要改正那所謂標準歸主經驗的錯誤框框，而強調歸主的內涵主要完全

不是感情，而是個人對基督的委身。 

（中譯﹕然後，我們救可以打破那所謂標準悔改經驗的舊框框，強調悔改的內涵主

要不是某種情感流露，而是個人對基督全然委身。） 

Then, we could correct the standard-experience stereotype of conversion, stressing that 
conversion is essentially not feelings at all, but personal commitment to this Christ.   
 

* 同時我們必需改變以往的惡習，不再將歸主經驗抽離，作為判斷信仰真偽的特

徵；我們應該轉而強調，唯一證明一個人過去曾信主的標誌，就是他現今的生命流

露著悔改信主的真實。 

（中譯﹕同時，我們可以改變我們一貫的習慣，不再將悔改經驗抽離，作為判別信

仰真偽的特徵，轉而以目前悔改生命的流露作為曾否悔改的唯一明證。） 

Then, too, we could correct the habit of treating conversion experiences in isolation as signs 
of Christian authenticity, by stressing that the only proof of past conversion is present 
convert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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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們可以修正那不虔不敬的觀念，不再以耶穌為可供我們利用的一位救主，

改為強調耶穌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我們必須以讚美和事奉來敬拜祂。 

Also we could then correct the irreverent idea that Jesus the Saviour is there to be used,  by 
stressing that as God incarnate he must be worshiped both by words of praise and by works 
of service.   
 

還有﹕我們可以矯正從前以為基督徒生命是一帆風順，鳥語花香的錯誤觀念。 

我們應該強調﹕基督的道路是經過死亡再經歷復活的路。我們必須知道，祂經常引

領我們走上這一條相同的道路，即使它的形式或許千變萬化。 

In addition, we could then correct the bed-of-roses idea of the Christian life, by stressing 
that, while Christ’s way was the way of a resurrection experience following a death 
experience, and we must expect to find that he is constantly taking us along that same road 
in one or other of its thousand different forms.  
 

最後，我們可以矯正一般關於基督徒委身的含糊觀念。在我們的讀經生活裏，強調

經常默想四福音書，甚至其他經文，因為研讀福音書可以幫助我們對主有清晰的觀

念，並在思想裏掌握到作為祂門徒的意義。 

Finally, we could then correct woolliness of view as to what Christian commitment involves, 
by stressing the need for constant meditation on the four gospels, over and above the rest of 
our Bible reading; for gospel study enables us both to keep our Lord in clear view and to 
hold before our minds the relational frame of discipleship to him.   
 

其實，有關門徒實踐的教義，在書信裏寫得最清楚；但門徒實踐的性質，卻在福音

書裏有最傳神的描繪。. 

The doctrines on which our discipleship rests are clearest in the epistles, but the nature of 
discipleship itself is most vividly portrayed in the gospels.   
 

有些基督徒重視新約書信過於福音書，他們說從福音書的研習中畢業後，就可進入

新約書信的研習。仿佛這就是屬靈成長的標誌；但事實上這種態度是十分惡劣的，

它意味著我們著重神學觀念多於與主耶穌個人的相交。 

Some Christians seem to prefer the epistles to the gospels and talk of graduating from the 
gospels to the epistles as if this were a mark of growing up spiritually; but really this attitude 
is a very bad sign, suggesting that w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ological notions than in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Jesus in person.   
 

其實，我們應該把新約書信的神學思想視為一種裝備，好叫我們更了解福音書中基

督與門徒的關係。 

* 讓我們記得，好像有些人正確地說﹕四福音書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書。 

（中文翻譯﹕讓我們不要忘記一般人慣常的說法，也是真確的說法﹕四福音書是世

界上最奇妙的書。） 

We should think, rather, of the disciple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that is set forth in the 
gospels, and we should never let ourselves forget that the four gospels are, as has often and 
rightly been said, the most wonderful books on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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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上帝，愛上帝 KNOWING AND LOVING GOD. 

 

某些關於基督徒生命的真理，是眾多以《聖經》為信仰根據的基督徒所共知的。 

Certain truths about the Christian life are also common knowledge among biblical Christians.   
 

例﹕每個信主的人都領受聖靈。 

e.g.  Everyone who believers “receives” the Holy Spirit.   
 

徒 Acts 2:38  

彼得說, 你們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

靈. 

 

加 Galatians 3: 2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 你們受了聖靈,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聽信福音呢. 

 

所以，那賜下給我們的聖靈，是一個印記﹕表示信徒屬於上帝。 

The Spirit, thus given, is a “seal” – that is a mark of ownership, indicating that the believer 
belongs to God.   
 

林後 II Cor. 1: 22 

祂又用印印了我們, 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弗 Eph. 1: 13  

你們既聽見真裡的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祂, 就受了所

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從此以後，聖靈居住在他或她裏面。 

Thereafter the Spirit “indwells” him or her. 
 

羅 Rom. 8: 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 若住在你們心裡, 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也必

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 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亦即是說，祂好像一個長期住客，關注及投入我們生命和心靈中的大小事情。 

That is to say, he is like a houseguest, noting and caring about and being involved in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in one’s heart and life.   
 

祂擔當了「仁慈和甘心樂意的住客」的角色，成為一股改變的力量，使我們更新，

與耶穌的德性相似。 

Fulfilling his role as “a gracious, willing guest,” he acfts as a change agent, transforming us 
into Jesus’ moral likeness.” 
 

林後 II Cor.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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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眾人既然倘著臉, 得以看見主的榮光, 好像從鏡子裡反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 榮上

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成聖是一個形容改變過程的常用詞。 

SANCTIFICATION is the usual word for the process of change.   

成聖之道就是順著聖靈而行。 

The way of sanctification,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s to “walk in [by] the Spirit.” 
 

加 Gal. 5:16 

我說,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意思是﹕拒絕隨從「肉體的情欲」（肉體和心思上罪性的欲望），讓聖靈在我們裏

面結出祂的「果子」，就是那九項與基督相似的性情。 

That means saying no to “desires of the flesh” (sinful lusts of body and mind) and allowing 
the Spirit to bring forth in us his “fruit,” which is defined for us as a nine-point profile of 
Christlikeness. 
 

加 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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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成聖生命的另一方法就是效法基督的謙卑，愛心，遠避罪惡和實踐公義。 

Imitating Jesus in humility, love, avoidance of sin, and the practice of righteousness is 
another way in which the life of sanctity is formulated.   
 

約 John 13: 12-15 

12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對他們說, 我向你們所作的, 你們明白 

     麼. 

13 你們稱呼我夫子, 稱呼我主, 你們說的不錯. 我本來是. 

14 我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子, 尚且洗你們的腳, 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 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 

  

約 John 13: 34-35 

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John 15: 12-13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 像我愛你們一樣, 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為朋友捨命, 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弗 Eph. 5:1- 2 

1 所以你們該效法上帝, 好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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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要憑愛心行事, 正如基督愛我們, 為我們捨了自己, 當作馨香的供物, 和祭物, 獻 

   與上帝. 

 

腓 Phil. 2:5- 8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祂本有上帝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為強奪的. 

7 凡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彼前 I Peter 2: 21- 25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祂的腳 

     蹤行. 

22 祂並沒有犯罪, 口裡也沒有詭詐. 

23 祂被罵不還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24 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義上活. 因 

     祂受的鞭傷, 你們便得醫治. 

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來 Hebrews 12:1- 4 

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 

   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祂因那擺在前頭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 

   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 

3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4 你們與罪惡相爭, 還沒有抵擋到留血的地步. 

 

耶穌重復地指出，成聖就是遵行祂的話語；祂總結這種取悅上帝的生命，就是愛上

帝和愛鄰居。 

Jesus himself defines it repeatedly in terms of doing the things he says, and he sums up the 
life that pleases God as one of love to God and one’s neighbor. 
 

可 Mark 12: 29-31  

29 耶穌回答說, 第一要緊的, 就是說, 以色列阿, 你要聽. 主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 

30 你要盡心, 盡性, 盡意, 盡力, 愛主你的上帝. 

31 其次, 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路 Luke 10: 25-37 

25 有一個律法師, 起來試探耶穌說, 夫子, 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生. 

26 耶穌對他說, 律法上寫的是甚麼. 你念的是怎樣呢. 

27 他回答說,  [你要盡心, 盡性, 盡力, 盡意, 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28 耶穌說, 你回答的是. 你這樣行, 就必得永生. 

29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 就對耶穌說, 誰是我的鄰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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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耶穌回答說, 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強盜手中, 他們剝去他的衣裳,  

     把他打個半死, 就丟下他走了. 

31 偶然有一個祭司, 從這條路下來. 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 

32 又有一個利末人, 來到這地方, 看見他, 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 

33 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 行路來到那裡. 看見他就動了慈心, 

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 包裹好了, 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 帶到店裡去照應他. 

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 交給店主說, 你且照應他. 此外所費用的, 我回來必還你. 

36 你想這三個人, 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 

37 他說, 是憐憫他的. 耶穌說, 你去照樣行罷. 

 

可是﹕However:  

* 當我們思想到屬靈生命的經歷（這有別於我們的信念，意志和屬靈生活操練）的

問題時，我們好像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國土一樣，大部份福音派人士都感到不知所

措。 

（中譯﹕當我們思想到屬靈生命經驗層次（有別於認罪，意志及管教方面）的問題

時，我們好像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國土一樣…。）  

Experiential aspects of life in the Spirit (as distinct from convictional, volitional, and 
disciplinary aspects) is “new country” for many Evangelicals.   
 

對於直接體會上帝的大能和良善，祂的永恆與無窮盡，祂的真理，慈愛，榮耀，並

所有關乎基督又藉基督賜給我們的一切， 

* 上一代信徒的了解與經歷，比今天的我們豐富得多。 

（中譯﹕我們從前的了解比今天豐富得多。） 

This is the terrain of direct perceptions of God – perceptions of his greatness and goodness, 
his eternity and infinity, his truth, his love, and his glory, all as related to Christ and through 
Christ to us – understanding was once much richer than is commonly found today.  
 

這是我們需要重新學習的。 

Here, we have some re-learning to do. 
We can say the following, at least, about such perceptions:    

1．這種種體會源於對聖經的了解，必須按《聖經》的標準去判斷，以《聖經》的

神學思想去解釋。 

They arise through biblical understanding, and are to be identified by biblical criteria and 
interpreted by biblical theology.  
 

2.  然而，這些體會本身是即時的，並獨立自主的，它們並不受制於我們，我們不

可強求或預知這些經驗，它們純粹出於上帝的心意。 

Nevertheless, they are in themselves immediate and sovereign.  They are not under our 
control; they can neither be demanded nor predicted; they simply happen as God wills.  
 

3. 這些體會通常透過聖靈賜下，賜給有愛心又肯順服的門徒，為要成就基督的應

許，就是父和子要到這人那裏去，與他同住，並且向他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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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ily these perceptions are given through the Spirit to the loving and obedient disciple 
in fulfillment of Christ’s promise that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ould come to him, stay with 
him, and show themselves to him.   
 

約 John 1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這裡來. 

 

約 John 14: 20- 23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 你們在我裡面, 我也在你們裡面. 

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 我也愛他, 並且 

     要向他顯現. 

22 猶大 (不是加略人猶大) 問耶穌說, 主阿, 為甚麼要向我們顯現, 不向世人顯現呢. 

23 耶穌回答說, 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那裡去, 與 

     他同住. 

 

4. 這些體會（這種說法比較說「這些經驗」為佳；固然，每一種體會確是「一次經

驗」）帶來極大喜樂，因為信徒藉此經歷上帝的大愛。 

The perceptions themselves (better so called than “experiences,” although each truly is what 
we mean by “an experience) bring great joy because they communicate God’s great love.   
 

5.  它們屬於內心世界，有別於我們認識人和事物的外在知覺。 

They belong to the inner life, as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outward senses by which we know 
men and things. 
 

6.  雖然許多時候，我們對上帝的種種體會是從我們對人和事物的知識而來，即使

不一定在領受知識那一刻產生，也會在追憶回想的時候產生，但這些體會必須與一

般人和事物的知識區分出來。They are to be distinguished from our knowledge of 

people and things, though it seems always to be via that knowledge.   
 

任何一種觀念，若認為認識上帝就是自我意識的下降或消失，都會混淆人的思想，

應當加以排斥。 

Any idea that the condition of perceiving God is reduced or dissolved self-awareness should 
be dismissed as a confusion.  
 

但這種混淆的思想俯拾皆是，結果，任何人嘗試重新強調基督教可經驗的一面，都

遭受偏見的反對。 

But that very confusion is widespread, and there is, as a result, much prejudice against any 
attempt to re-emphasize the experiential side of Christianity.   
 

我現在談論的與上帝相交，常被人誤解，以為與印度教聖人的所謂神秘主義沒有什

麼分別。這些印度教聖人是泛神觀的，對他們來說，自我意識其實是幻覺，超越甚

至消滅自我意識，就是修行的最高目標。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realized communion with God of which I am speaking is commonly 
equated witht the so-called mysticism of Hindu holy men, who are pantheists and for hw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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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ly the transcending and abolishing of conscious selfhood, as being in fact an 
illusion, is the main item on the agenda.  
 

很明顯，基督徒若追求印度教的目標，縱未算叛教，實際上已是異端。 

It is obvious that for Christians to seek the Hindu goal would be practical heresy, if not 
apostasy. 
 

那麼，為什麼現在或過去一些熱心的密契主義信徒，會被懷疑是追隨印度教的目標

呢？似乎引起這誤解的，是他們所用的詞彙。 

Why then should devoted “mystical” believers, some past and some present, be suspected of 
doing just this?  The answer seems to be: because of the words they use.   
 

在我的了解中，最吊詭的真相是由於他們運用一些言語，使他們遭受嫌疑；這些由

衷自發，藉以表達他們對上帝的醒悟和回應的言語，往往是一些表達兩性之愛的言

語，但其實這是最恰切的言語，因為男女的愛最能比喻上帝期望我們與祂建立的親

密關係。 

The paradoxical truth, as I read the story, is that they have com eunder suspicion because 
some of the language in which they have spontaneously expressed their awareness of and 
response to their God has been the language of love between the sexes.  This is in fact the 
fittest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since the love of man and woman really is the closest 
analogy in cre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himself that the heavenly Lover intended for us.   
 

事實上，人間的愛無非幫助在愛中的人達致這更深遠的境界。在愛的經驗裏，不論

是屬天或人間的愛情，當事人都有很強烈的自我意識；然而，在兩性之愛的關係

裏，自我意識的最高境界就是看見自己成為對方的一部分，以致二人成為一個新的

個體（可能就是創 2﹕24中 “一體” 的含意）。 

Human love was, indeed, always meant to help lovers on into just that.  In love experiences, 
both human and divine, one is intensively self-aware.  But the height of self-awareness in 
sexual love is to see yourself as having become part of the other person to the point where 
the two of you are a single new entity (which is probably what “one flesh” in Genesis 2:24 
points to).   
 

一些熱心愛主的基督徒，也採用相類似愛的言語 – 即是「二人成為一體」 … 等言

詞 – 去表達愛上帝和被上帝所愛。有時候，他們這種言語就被指為跟隨印度教思想

的證據。 

The use by devoted Christians of comparable love language – strong talk, that is, about two 
being one – to express their sense of being loved by and loving God, has sometimes been 
held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uned in to the Hindu wavelength.   
 

可是，這都是胡說八道。印度教裏，根本沒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上帝與「我」之

間也沒有彼此之分，我們不能享有與上帝在愛裏的相交；至於獨立的自我，在印度

教思想裏更是一種必須驅除的幻覺。 

That, however, is nonsense.  In Hinduism there is no personal God, no pers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God and myself, and no love fellowship to enjoy with the divine; and separate 
selfhood is thought of as an illusion to be dispelled.   



 54 

 

*可是追求屬靈經歷的基督徒的默想對象是聖父與聖子；祂們雖與人有著永恆的區

別（人只不過是受造之物），可是藉著上帝救贖的愛，人與上帝卻永遠與祂相連。 

（中譯﹕雖然基督徒永遠有別於天父與聖子，而信徒只不過是區區一個受造物，確

在上帝救贖的愛中，永遠與祂相連。） 

But the Christian saint contemplates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ho, though eternally distinct 
from him – he being a mere creature – are nonetheless eternally bound to him by bonds of 
redeeming love.   
 

這是自我意識的提昇，意識到所領受的愛和對愛的回應，這正是與上帝合一的境

界，可見基督教信仰跟印度教思想相去甚遠。 

It is the heightened self-awareness of love receiving and responding to love that his language 
of identity with God expresses.  He is as far from the Hindu sense of things as he could 
possibly be. 
 

任何小心研究基督教神秘屬靈經驗的人，都會很快發現這是真確的。可是，今天的

人對這種描述與上帝相交的言語還存有很大的偏見，一日這種偏見未能摒棄，一日

我們也不易明白這屬靈的真相。 

Anyone who studies Christian mystical spirituality will soon see that this is true.  But 
prejudice against the language of realized fellowship with God remains strong, and it cannot 
be expected that the reality will be well understood while this is so. 
 

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導致今天信徒甚少在經驗層面上真實認識上帝。現代那種都

市化，機械化，集體化和世俗化生活的步伐，使人很難享有任何精神生活（除了存

在主義所說那種不能適應社會環境的人的焦慮，和劇烈競爭種失敗者的創傷）。 

There is another reason, too, why the experiential reality of perceiving God is unfamiliar 
country today.  The pace and preoccupations of urbanized, mechanized, collectivized, 
secularized modern life are such that any sort of inner life (apart from the existentialist Angst 
of society’s misfits and the casualities of the rat race) is very hard to maintain. 
 

在這個奔跑飛馳，不容片刻喘息的世界裏，要把禱告放在生命的首位，像從前無數

基督徒在修道院內外所做的一樣，實在難似登天。 

To make prayer your life priority, as countless Christians of former days did outside as well 
as inside the monastery, is stupendously difficult in a world that runs you off your feet and 
will not let you slow down.   
 

你若嘗試過這種生活，一定會被同輩視為反常。在今時今日，參與一連串程序化的

活動才合潮流，昔日那種沉思安靜的生活理想，是老套脫節的。 

And if you attempt it, you will certainly seem eccentric to your peers, for nowadays 
involvement in a stream of programmed activities is decidedly “in,” and the older ideal of a 
quiet, contemplative life is just as decidedly “out.”    
 

近期信徒對清教徒強調經驗的著作，和莫頓 (Thomas Merton) 等人所闡述禱告中潛

心默想的傳統，再度燃起興趣，可見今天的人其實普遍渴求一種與上帝更親密，更

溫暖和感情更深的相交。然而在大部份人的觀念裏，基督徒生活仍是一種在奔忙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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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中分別為聖的生活，結果，基督徒聖潔生活的經驗層面，就好像一本塵封的書，

被束之高閣。 

That there is widespread hunger today for more intimacy, warmth, and affection in our 
fellowship with God is clear from the current renewal of interest in the experiential writings 
of the Puritans and the contemplative tradition of prayer as expounded by men like Thomas 
Merton.  But the concept of Christian life as sanctified rush and bustle still dominates, and as 
a result the experiential side of Christian holiness remains very much a closed book.   
 

雖然二十世紀人物，如懷特 (Alexander Whyte)和陶恕 (A.W. Tozer)，非常重視與上帝

經驗上的相交，旁徵博引有這方面著述的作者，而且一些偉大的清教徒，尤其是後

期才勃起的清教徒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以及衛斯理的繼承人傅勒徹爾 

(John Fletcher)，對於這方面都有經典的著作；但是這個時代的福音派信徒卻對這些

思想敬而遠之。 

Though 20th century men like Alexander Whyte and A.W. Tozer have greatly valued and 
larely drawn on authors who wrote of experiential fellowship with God, and though the 
great Puritans and especially that late-flowering Puritan Jonathan Edwards, along with 
Wesley’s designated successor John Fletcher, have made classic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of this subject, Evangelicals in our time have tended to give it a wide berth.   
 

引致這種態度有下列原因﹕一些闡述這方面主題的人（如霍士 [George Fox]，波艾

微 [Jacob Boehme] 和布雷克 [William Blake]）看起來不合正統，或至少漠視教義；這

些思想有時大開中門，引進盲信和反律法主義的態度；這些經驗被視為反知識的；

它們被視為羅馬天主教所獨有的觀念，所以很可能是不良的思想；福音信仰的靈修

生活，著重透過聖經經文及在聖經經文中聽取上帝的話語，任何不同的方式都被認

為值得懷疑。 

This, it seems, is partly because of the observable unorthodoxy, or at least doctrinal 
indifference, of some of its exponents (odd fish like George Fox, Jacob Boehme, and 
William Blake, for instance), partly because it sometimes opened the door to fanatical and 
antinomian attitudes, partly because it was thought to be anti-intellectual, partly because it 
was viewed as a Roman Catholic preserve and likely therefore to be unhealthy, and partly 
because evangelical devotion is so firmly oriented to listening for God to speak in and 
through the text of Scripture that anything beyond this is at once suspect. 
 

不管基於什麼原因，結果就是，對於從直接經驗意識到上帝使人成聖這方面，今天

大多數人都沒有什麼可以分享。 

Whatever the causes, however, the result is that on those aspects of God’s sanctifying action 
that directly involve experiential awareness of God, most of us nowadays have little or 
nothing to say.   
 

我們已很少聽見人說聖靈是「恩膏」，並且藉著祂，信徒可以肯定使徒所宣講的耶

穌基督是真實的。 

So not much is heard about the Spirit as the “anointing,” through which believers are made 
sure of the reality of Jesus Christ as proclaimed by the apostles.   
 

約壹 I John 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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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 常存在你們心裡, 並不用人教訓你們. 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

教訓你們. 這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 住在主裡面. 

  

約壹 I John 2: 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 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 (或作都有知識) 

 

也很少聽見人說聖靈是作見證的，使信徒確信他們是藉著基督並與基督同為上帝的

後嗣。 

Nor is much offered concerning the Spirit as the witness who assures believers that they are 
sons and heirs of God through Christ and with Christ.   
 

羅 Romans 8:15-17 

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  

     父. 

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17 既是兒女, 便是後嗣, 就是上帝的後嗣, 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  

     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加 Galatians 4:16 

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 就成了你們的仇敵麼. 

 

我們似乎也不能解釋聖靈在何種意義上是信徒繼承屬天生命的憑據﹕即是訂金，是

保證可得其餘「初熟的果子」的首期付款。 

We do not seem able to explain in what sense the Spirit is the “earnest” – that is, the down 
payment, the first installment guaranteeing the rest, the “first fruits” – of the heavenly life 
that the believer inherits.   
 

羅 Romans 8: 23  

不但如此, 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裡歎息,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林後 II Cor. 1: 22  

祂又用印印了我們, 並賜聖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  

 

弗 Eph. 1: 14 

這聖靈, 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上帝之民 (原文作產業)被贖,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

讚. 

 

我們似乎對於在聖靈裏禱告和聖靈的愛，並沒有更清晰的了解。 

Nor are we any clearer about the meaning of prayer in the spirit and love in the spirit.   
 

弗 Eph. 6:18 

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儆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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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Jude 20  

親愛的弟兄阿,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禱告, 

 

西 Colossians 1: 8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 

 

羅 Romans 15:30 

弟兄們, 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 又藉著聖靈的愛, 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 為我祈求上

帝. 

 

事實上，這些都是目前所缺乏談論的事情，大家都在這些主題上極度沉默。 

Indeed, that is one of the understatements of the year; the present-day silence on these 
subjects is almost deafening.  
 

事情顯而易見﹕ 

The plain fact is: 

今天以聖經為信仰根據的基督徒，無論他們在其他各方面怎樣剛強，內在的生命卻

十分軟弱。 

Today’s biblical Christians are weak on the inner life.   
 

那能啟導我們領悟內在生命的鑰匙，亦即是《約翰福音》16﹕14所詳述的聖靈的

工作﹕使耶穌基督，我們那位被釘、復活、統治萬物的救主，時刻成為我們的榮

耀，使我們真實經歷得到的。 

The key that lays these themes open to our understanding is:  
The Spirit’s work of making Christ, our crucified, risen, reigning Saviour, real and glorious to 
us moment by moment.   
 

約 John 16:14 

祂要榮耀我. 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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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聖靈的恩膏，見證，與印證 

       THE ANOINTING, THE WITNESS, AND THE EARNEST 
 

 約翰指的，是聖靈這方面的工作。他拒絕諾斯底主義的錯誤信念。我們領受

了聖靈的恩膏；祂教導我們一切的事﹕就是一切關於耶穌和祂榮耀的事；並帶領我

們「常在祂裏面」，就是﹕不只有關於耶穌的正確信念，更維持與祂一個活的關

係；祂是主，我們是門徒。約翰稱聖靈為「見證」，或「作見證的那位」。聖靈是

第三位作見證的；其他兩位乃是「水與血」，指耶穌的洗禮與死的事實。約翰指

的，就是聖靈在我們裏面的工作，叫我們有確據知道眾使徒所宣講的基督是真實

的，也是屬我們的（約壹 5﹕7-8）。 

 I claim, then, that John is referring to this ministry of the Spirit, as he rejects Gnostic 
misbelieve about Jesus, he declares that “the anointing which you received from him … 
teaches you about everything” (everything, he means, concerning Jesus and his glory), and 
leads us to “abide in him” (that is, maintain not just a true confession about him, but a 
disciple relationship to him as the living Lord).  I contend that when John calls the Spirit 
“the witness,” literally “the witnessing one” (the first of three witnesses, in fact, the second 
and third being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the facts of Jesus’ baptism and death), he has in 
view the Spirit’s ministry of making us sure that the apostles’ Christ is real and is ours (1 
John 5:7, 8).   
 

約壹 I John 5:7-8 

7 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靈就是真理。 

8 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 這三樣也都歸於一。 

 
 

歷代聖徒如奧古斯丁、巴納、路德、加爾文、歐文、懷特非德、司布貞等，與眾多

的聖詩作者都讚美，稱頌主耶穌，他們的思想是多麼肯定，態度多麼堅決，心中有

那樣的喜樂，我認為都是聖靈這方面工作所結的果子。聖靈在誰的生命中成就這方

面的工作，誰就會這樣講論基督。我的立場是，一個人若沒有上帝所賜的確據來認

識新約的基督，若沒有上帝所教導的操練來以信心、愛心、順服、與愛慕來住在祂

裏面的話，他的生活並不是真基督徒的生活，他並沒有經歷到成聖﹕因為，若沒有

這些，人並沒有真正的重生。 

 
I hold that the breathtaking certainty of mind, confidence of manner, and evident rapture of 
heart, with which Augustine, Bernard, Luther, Calvin, Owen, Whitefield, Spurgeon, and 
many more, including crowds of hymn writers, have celebrated and commended the Lord 
Jesus is the direct fruit of this ministry.  I believe that all in whose lives the Spirit fulfills this 
ministry will speak of Christ the same way.  And I maintain that apart from this God-given 
certainty concerning the Christ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is God-taught habit of abiding 
in him by faith and love and obedience and adoration, there is no authentic Christian living 
and no genuine sanctification – for indeed, where these things are lacking, there is in reality 
no new birth.   
 



 59 

 我也堅持，聖靈與我們見證，身為信徒，我們是上帝的兒子與後嗣（羅 8﹕

15-17）；這見證首要的就是讓我們知道，基督怎樣在地上的時候愛我們，為我們

捨命，祂現在在榮耀中也怎樣愛我們，為我們活；祂是我們的中保，祂不朽的生命

保證我們永遠的與祂分享榮耀。聖靈讓我們看見基督向我們施的慈愛﹕十字架的

愛，與認識基督的愛的同時，也認識到天符的愛，因為祂為我們的緣故不惜賜下愛

子（羅 8﹕32）。羅馬書 5﹕5-8表達的非常清楚；當聖靈不斷的在這方面帶領我們

的心思意念的時候，上帝的愛就傾倒在我們的心裏。 

 I hold, too, that the Spirit’s way of witnessing to the truth that as believers we are 
sons and heirs of God (Romans 8:15-17) is first to make us realize that as Christ on earth 
loved us and died for us, so in glory now he loves us and lives for us as the Mediator whose 
endless life guarantees us endless glory with him.  The Spirit makes us see the love of Christ 
towards us, as measured by the cross, and to see along with Christ’s love the love of the 
Father who gave his Son up for us (Romans 8:32).  The line of thought is given in Romans 
5:5-8, and as the Spirit leads us along it, over and over, “… God’s love … [is] poured into 
our hearts…”   
 

羅 Romans 8:15-17 

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 

     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羅 Romans 8:32  

上帝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麼。 

 

羅 Romans 5:5-8 

5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上帝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6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7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 

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不單如此，聖靈還讓我們看見，藉著基督、在基督裏、因與基督的聯合，我

們得以稱為上帝的兒女。聖靈帶領我們從心底裏知道上帝是我們的父親，因此也稱

呼祂「父親」。像人的本能一樣，這是一種屬靈的本能（羅 8﹕15；加 4﹕16）。

保羅兩次用「阿爸父」，強調我們心中的確據與親密關係，因為耶穌也是這樣稱呼

父上帝﹕「阿爸父」；這在禱告歷史上是先無前例的；這是亞蘭文，就是 “Daddy”

的意思。 

 Then, together with that, the Spirit also makes us see that through Christ, in Christ, 
and with Christ, we are now God’s children; and hereby he leads us, spontaneously and 
instinctively – for there are spiritual instincts as well as natural ones – to think of God as 
Father, and so to address him (Romans 8:15; Galatians 4:6).  Paul’s Abba both times tha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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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s of this underlines the intimacy and confidence of heart that are involved, for Abba, 
Jesus’ own regular address to God, was a term of informality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prayer; it was the Aramaic equivalent of ‘dad.”   
 

羅 Romans 8: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加 Galatians 4:6 

你們既為兒子，上帝就差祂兒子的靈，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父。 

 

 你可以認識上帝是你的父親，祂愛你，你是祂所領養的孩子；祂愛你像愛自

己的獨生子一樣，祂更向你保證你將永遠享受祂的愛與榮耀。這必定為你帶來內心

的喜樂，甚至情不自禁。這也是聖靈的工作。保羅在羅馬書 14﹕17說，上帝的國

中有「聖靈中的喜樂」，就是在羅嗎書 5﹕2，11說的「以上帝為樂」（上帝裏的

喜樂）。因聖靈為我們見證上帝對我們的愛，因此呼喚出這喜樂來。 

 To know that God is your Father and that he loves you, his adopted child, no less 
than he loves his only begotten Son and to know that enjoyment of God’s love and glory for 
all eternity are pledged to you brings inward delight that is sometimes overwhelming; and 
this also is the Spirit’s doing.  For the “joy in the Holy Spirit,” in terms of which Paul defines 
the kingdom of God in Romans 14:17, is the “rejoicing in God” spoken of in Romans 5:2, 
11, and it is the Spirit’s witness to God’s love for us that calls forth this joy.   
 

羅 Romans 14:17  

因為上帝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羅 Romans 5:2, 11  

2   我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 

     耀。 

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也就藉著祂，以上帝為 

     樂。 

 

 我要補充，聖靈的見證往往不是一種「經歷」，像人經歷的快感、驚訝、困

惑，或在大自然中，或在音樂中所領受的靈感，或像吃印度的感受。人經歷這些感

受，都能說出日期，與先前和以後的經歷分辨出來；這些感受往往是短暫的。不

錯，有的時候，經歷到聖靈的見證有忽然的強感覺，好像 Pascal 所記錄的，在

1654年 11月 23日的經歷﹕ 

 I should add that the Spirit’s witness is not ordinarily “an experience” in the sense in 
which orgasm, or shock, or bewilderment, or being “sent” by beauty in music or nature, or 
eating curry are experiences – dateable, memorable items in our flow of consciousness, 
standing out from what went before and what came after, and relatively short-lived.  There 
are, to be sure, “experiences” in which the Spirit’s witness becomes suddenly strong.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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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the famous experience of Blaise Pascal on November 23, 1654, the record of which he 
began thus:  
 

 從晚上十點半到十二點半 

    火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不是 

  哲學家，學者的上帝 

 肯定。確據。感覺。喜樂。平安。 

 
 From about half-past ten in the evening till about  
  half-past twelve  
     FIRE  
 God of Abraham, God of Isaac, God of Jacob, not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scholars (savants). 
 Certainty.  Certainty (certitude).  Feeling (Sentiment).  Joy.  Peace.   
 

約翰衛斯理有類似的經驗。1738年五月 24日，他「非常不甘心情願地去參加在 

Aldersgate Street 區的聚會。有人在誦讀馬丁路德著的《羅馬書》導論。大概八點三

刻，他在形容上帝在信靠基督的人心裏所作的改變工作的時候，我感覺到心中有無

形的溫暖。我覺得我有信靠基督，惟獨信靠祂而得救；我得到確據，祂除去我的罪

孽，是，我的罪，拯救了我脫離罪和死的律。」每一位信徒從開始都有一些經驗；

在這些「特殊經歷」中，基督徒共有經驗中的一些因素比較顯著。保羅說到聖靈的

見證時，用了現在式（羅 8﹕16，NIV），意味著是一種持續的運作，不斷賜信徒

對上帝的信心。這種信心雖然不是每壹時刻都那麼真確，雖然有時候被懷疑與絕望

的感覺所遮蓋，可是信心還是堅定的，至終不會失落。這是聖靈保證的！ 

Such, too, was John Wesley’s equally famous experience on May 24, 1738, when he “went 
very unwillingly to a society in Aldersgate Street, where one was reading Luther’s preface t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About a quarter before nine, while he was describing the change 
which God works in the heart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I felt my heart strangely warmed.  I 
felt I did trust in Christ, Christ alone, for salvation; and an assurance was given me, that he 
had taken away my sins, even mine, and saved m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But what 
such “experiences” do is intensify a quality of experience that is real in some measure for 
every believer from the first.  Paul speaks of the Spirit’s witness in the present tense (“the 
Spirit himself testifies with our spirit that we are God’s children,” [Romans 8:16 NIV]), 
implying that it is a continuous operation that imparts permanent confidence in God.  
Though not felt always as vividly as it is sometimes, and though overshadowed from time to 
time by feelings of doubt and despair, this confidence remains constant and in the final 
analysis insuperable.  The Spirit himself sees to that!   
 

 我也堅持，上帝賜予我們的聖靈是我們得產業的「憑據」（或﹕質），意思

是﹕聖靈使我們看見榮耀的基督，使我們與我們的中保基督相交，也與祂的父，就

是我們的父相交，因此聖靈使我們經歷到天上生活箇子裏的本質。我們若視天堂是

一個地方並不錯，因為聖經的作者們這樣形容天堂；可是，天堂之所以是天堂，而

我們對天堂的思想中不可缺的，乃是我們與父、與基督的關係。在天堂，這關係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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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完全。聖靈就是這完全關係在今生的頭期款 (first installment)。天堂真正的定義乃

是，永遠看見上帝，永遠與基督在一起，經歷到與祂的愛的深化（參﹕太 5﹕8，

林後 5﹕6-8，帖前 4﹕7，啟 22﹕3-5）。藉著聖靈在我們裏面的工作，天堂在我們

的今生已經展開了，我們藉著基督、在基督裏，得享祂復活的生命。保羅說﹕ 

「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西 3﹕3；參西 2﹕

11-14，羅 6﹕3-11，弗 2﹕1-7。）這「生命」是永遠的生命，天堂的生命，就是在

這裏開始的。 

 Then also I hold that the Holy Spirit given to us is the “earnest” of our inheritance in 
this precise sense: that by enabling us to see the glory of Christ glorified, and to live in 
fellowship with him as our Mediator and with his Father as our Father, the Spirit introduces 
us to the inmost essence of the life of heaven.  To think of heaven as a place and a state 
cannot be wrong, for the Bible writers do it; nonetheless, what makes heaven to be heaven, 
and what must always be at the heart of our thoughts about heaven, is the act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at is perfected there.  It is of this that the Spirit’s present 
ministry to us is the first installment.  To see God and to be forever with Christ in an 
experiential deepening of our present love relation to both is the true definition of heaven 
(see Matthew 5:8; 2 Corinthians 5:6-8; 1 Thessalonians 4:7; Revelation 22:3-5).  And by means 
of the ministry to us of the indwelling Spirit heaven begins for us here and now, as through 
Christ and in Christ we are made sharers with Christ in his resurrection life.  “You have 
died,” writes Paul to believers, “and your life is hid with Christ in God” (Colossians 3:3; see 
2:11-14; Romans 6:3-11; Ephesians 2:1-7).  This “life” is eternal life, heaven’s life, which 
never starts anywhere else but here.  
 

太 Matthew 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林後 II Cor. 5:6-8 

6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8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帖前 I Thess. 4:7  

上帝召我們，本不是要我們沾染污穢，乃是要我們成為聖潔。 

 

啟 Rev. 22:3-5 

3 以後再沒有咒詛. 在城裡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 祂僕人都要事奉祂. 

4 也要見祂的面. 祂的名字必寫在他們的額上。 

5 不再有黑夜. 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 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 他們要作王，直到永 

   永遠遠。 

 

西 Col.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 

 

Cf.西 Col. 2:11-14 



 63 

11 你們在祂裡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 

     割禮。 

12 你們既受洗與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 都因信那叫祂從死裡復活 

     上帝的功用。 

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 

     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祂撤去，釘在十字架 

     上。 

 

羅 Romans 6:3-11 

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 

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5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 

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 

10 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 祂活是向上帝活著。 

11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弗 Eph. 2:1-7 

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 

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 

   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4 然而，上帝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 

6 祂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 要將祂極豐富的恩典，就是祂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 

   代看。 

 
 

 與此同時，我相信「在聖靈裏的禱告」包括四方面的因素。第一﹕我們尋

求、相信、也使用藉著基督來到上帝面前的權利（弗 2﹕18）。第二﹕基督徒讚美

上帝，感謝上帝，因為他藉著基督被上帝接納，藉著基督上帝聽他的禱告。第三﹕

他祈求聖靈幫助他看到，什麼事情榮耀基督，如何作這些事；同時他知道，當他為

自己的生命掙扎禱告第時候，聖靈和基督自己為他代求。第四﹕聖靈帶領信徒專心

求上帝的榮耀，求基督被高舉；這樣的禱告是全心注目上帝，心靈徹底的渴望上帝

的榮耀；而這種的專心與渴望都是上帝自己奇妙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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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g with this, I hold that praying in the Spirit includes four elements.  First it is a 
matter of seeking, claiming, and making use of access to God through Christ (Ephesians 
2:18).  Then the Christian adores and thanks God for his acceptance through Christ and for 
the knowledge that through Christ his prayers are heard.  Third, he asks for the Spirit’s help 
to see and do what brings glory to Christ, knowing that both the Spirit and Christ himself 
intercede for him as he struggles to pray for rightness in his own life (Romans 8:26, 27, 34).  
Finally, the Spirit leads the believer to concentrate on God and his glory in Christ with a 
sustained, single-minded simplicity of attention and intensity of desire that no one ever 
knows save as it is supernaturally wrought. 
 

弗 Eph. 2: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羅 Rom. 8:26-27 

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 

     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27 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 因為聖靈照著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 Rom. 8: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上帝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 

 

 在聖靈中的禱告是從心底的禱告，源自對神、對自己、對他人、對需要，和

對基督的覺察。無論是以言語表現的，如經文中記載的禱告和讚美；或是沒有言語

的，如在愛中專注向神的冥想﹐或靈恩式的方言，是無形的。藉著基督尋求神的，

必在聖靈中禱告。 

 Prayer in the Spirit is prayer from the heart, springing from awareness of God, of self, 
of others, of needs, and of Christ.  Whether it comes forth verbalized, as in the prayers and 
praises recorded in Scripture, or unverbalized, as when the contemplative gazes Godward in 
love or the charismatic slips into glossolalia, is immaterial.  He (or she) whose heart seeks 
God through Christ prays in the Spirit. 
 

 至於在聖靈中的愛，當然是對神的感恩，和對人的善意，是在認識天父的愛

中所產生的，祂賜下愛子；也是聖子的愛，祂為了我們的救恩而捨己。這愛是在聖

愛中所模造的，在聖靈中的愛的樣式是捨己的服事，是不斷地放下自己的生命，為

成全他人（參約 15：12﹐13）。保羅在林前 13：4-7描繪了整個的輪廓。它的核心

是利他主義﹐渴望他人有成就、善良、聖潔和快樂 – 這種熱情是這個墮落的世界所

無法理解的，也是完全超自然的。聖愛（Agape），新約的標準用詞，在基督教出

現前﹐並沒有用來專指這個意思。當然﹐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唯有透過耶穌，這

事才能被知道。如今，聖愛是那些自稱認識神，且是確實、真正認識神的人的一個

分辨的記號。它不是天生的秉賦，也不是後天發展而成的，而是聖靈所結超自然的

果子（加 5：22），是透過聖靈，看見且認識神的愛，所生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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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for love in the Spirit, that is surely the gratitude to God and goodwill toward men 
that are generated by knowing the love of the Father, who gave the Son, and of the Son, 
who gave himself for our salvation.  Modeling itself on this divine love, love in the Spirit 
takes form as a habit of self-giving service in which some element of one’s life is constantly 
being laid down and let go for someone else’s sake (see John 15:12, 13).  Paul draws its 
profile in 1 Corinthians 13:4-7.  It has at its heart an outgoing altruism, a desire to see others 
made great, good, holy, and happy – a passion that this fallen world finds incomprehensible 
and which in itself is altogether supernatural.  Agape, the regular New Testament word for it, 
was not use din this sense before Christianity appeared, and no wonder: The thing itself only 
became known through Christ.  Now agape is the identifying mark of those who, among the 
many who claim to know God, really and genuinely do (1 John 3:14-16; 4:7-11).  It is no 
natural gift or development, but the supernatural fruit of the Spirit (see Galatians 5:22), the 
issue of a heart that through the Spirit sees and knows the love of God.   
 

約 John 15:12-13 

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13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林前 I Cor. 13:4-7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5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6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真理. 

7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約壹 I John 3:14-16 

14 我們因為愛弟兄，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住在死中。 

15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你們曉得凡殺人的，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 

16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壹 I John 4:7-11 

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 

    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 

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 因為上帝就是愛。 

9   上帝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祂得生，上帝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 

     了。 

10 不是我們愛上帝，乃是上帝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 

     就是愛了。 

11 親愛的弟兄啊，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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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內心的旅程 THE INWARD JOURNEY 

 

 我希望我能完整地討論這些事（前面的段落顯然還沒有討論完全）。但是我

得停在這裡，只作最後一點的說明。我們的生命之旅是個雙重的旅程：向外的旅程

是面向外界的、探索的，也是尋求關係的；向內的旅程，則是認識自己，覺察我們

做為一個個體，什麼是自我表達、自我實現、何謂自由，和內在的滿足。對基督徒

而言，向外的旅程是學習如何正面地、有使命感地，去認識世界和其中的人 – 也就

是上帝所有的造物；向內的旅程則是獲得並深化我們對神自己，和神子耶穌的認

識。 

 I wish I could discuss these matters fully (which I have certainly not done in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but I have to leave them there, with just this final comment.  The 
journey of our lives is a double journey.  There is an outward journey into external 
confrontations, discoveries, and relationships, and there is an inner journey into sel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very of what for me as an individual constitutes self-expression, 
self-fulfillment, freedom, and contentment within.  For the Christian, the outward journey 
takes the form of learning to relate positively and purposefully to the world and other 
people – that is, to all God’s creatures – for God the Creator’s sake, and the inward journey 
takes the form of gaining and deepening our acquaintance with God himself and with Jesus 
the Son. 
 

 在今日這種喧鬧奔忙的西方世界中，生活已經徹底地失去了平衡。教育、商

業利益、媒體、知識的爆炸，和充滿野心的風氣，都使得人們汲伋營營於向外的旅

程，不再同等地重視向內的旅程。西方基督教也重蹈覆轍，我們大多數都不明瞭，

在這方面，我們是失了平衡的活耀份子，很不快樂地正在效法周遭的社會。正如法

利賽人，我們也是積極的活耀份子。…（從略） 

 Now in the hustling, bustling West today, life has become radically unbalanced, with 
education, business interests, the media, the knowledge explosion, and our go-getting 
community ethos all uniting to send folk off on the outward journey as fast as they can go 
and with that to distract them from ever bothering about its inward counterpart.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the story is the same, so that most of us without realizing it are nowadays 
unbalanced activists, conforming most unhappily in this respect to the world around us.  
Like the Pharisees, who were also great activ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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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C    約翰歐文，《聖靈論》書摘 
John Owen, The Holy Spirit (digest) 

 

目錄： 

01. 聖靈的工作 

02. 神的靈 

03. 聖靈如何臨到我們作工 

04. 舊約時代聖靈的特別預備工作 

05. 聖靈在新造的人身上的工作 

06. 聖靈與基督的人性 

07. 聖靈在基督奧秘的身體（教會）中的工作 

08. 聖靈重生的工作 

09. 聖靈如何預備一個靈魂作重生的工作 

10. 罪如何使人心敗壞墮落 

11. 肉體死亡與靈死的比較 

12. 重生 

13. 回轉的工作 

14. 成聖的本質與福音的聖潔 

15. 成聖是一生的事 

16. 唯有信徒得以成聖 

17. 成聖本身的工作 

18. 聖靈使信徒從罪中得以潔淨的工作 

19. 聖靈在信徒身上的靈命更新工作 

20. 聖潔的行為與本分 

21. 對付罪 

22. 聖潔的必要 

23. 揀選是聖潔的動機 

24. 上帝命令我們成聖 

25. 聖潔與基督的工作 

26. 在一個不聖潔的世界中保持聖潔  

第一章 聖靈的工作 

當上帝設計拯救罪人的偉大工作時，祂為人預備了兩份禮物：祂

的兒子和祂的靈。事實上三位一體中每一個位格都參與了這偉大的救

贖工作。聖父以祂的愛、恩典和智慧設計救恩；聖子以祂的愛、恩典

和謙卑完成救恩；聖靈以祂的愛、恩典和能力促使罪人相信和接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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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救贖工作中首要的真理是：上帝差遣祂的兒子來到人間，成為人

的樣式，為我們的罪受苦。另一項重要真理是：上帝賜下祂的靈來到

世上，帶領人信靠基督而得救。 

聖靈的偉大工作之一是說服罪人，使他們相信向他們傳講的福音

是真確的，來自上帝的。聖靈另一偉大工作是使相信福音的人成聖(林

後三 18)。 

所有從救恩而來的好處，都是由聖靈所啟示，所賜予。我們也要

知道，在我們身上施行的一切救贖工作，和我們能作出的聖潔、蒙上

帝悅納的工作，都是由於聖靈在我們身上動工，與我們同工。否則，

我們什麼都不能作(約十五 5)。聖靈使我們重生，使我們成聖，作成討

上帝喜悅的善工。 

既然聖靈的工作是帶領罪人相信基督寶血而獲赦罪，當聖靈進行

這工作的時候被蔑視、拒絕和褻瀆，罪則得不到赦免，人也得不到救

恩。 

所有基督要作的，現在交托給聖靈去作(約十六 7-11)。上帝的

旨意是聖靈在教會中被高舉，教會不能漠視祂，正如施洗約翰在以弗

所的門徒一樣(徒十九 2)。因此，蔑視聖靈位格與祂的工作，其邪惡程

度有如前人拜偶像和猶太人拒絕接受基督一樣。 

第二章 神的靈 

聖靈有許多稱謂與稱號。「靈」這個字的希伯來文是「ruach」，

希臘文是「pneuma」。在這兩種文字中都是「風」的意思，並用來比

喻許多不同的觀念(傳五 16；彌二 11)。猶太人稱上帝的靈為神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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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回教徒稱之為一尊貴的天使，但「靈」這個名字是指祂的純潔、

屬靈和非物質的本質(約四 24)。 

祂是上帝的氣息(詩三三 6；十八 15；約二十 22；創二 7)。 

祂被稱為聖靈(詩五一 11；賽六三 10，11；羅一 4)。 

祂是上帝的靈(詩一四三 10；尼九 20；出三一 3 , 三五 31；林前十

二 6，11；撒下廿三 2，彼後一 21)。 

祂是上帝的靈，也是耶和華 (主)的靈(創一 2；約二十 17)。 

祂是聖子的靈，基督的靈(加四 6；彼前一 11；羅八 9)。祂從聖子

而出，是聖子應許而來的那位(徒二 33)。 

三位一體 

聖父賜下聖子。聖子來到人間成為人的樣式，聖父與聖子差派聖

靈。因此，聖靈自己是一獨特的、慈愛的、大能的、智慧的和神聖的

位格，沒有其他能作祂所作的工。祂也是與聖父聖子本為一。主耶穌

設立水禮時所說的乃要教導我們，在我們的敬拜、信仰和與順服中，

要承認聖父、聖子與聖靈；這本是我們的責任(太廿八 19，20)。 

聖靈自己的事工 

聖靈藉人能見的標記顯現，足以說明祂是有位格的(太三 16；路三

22；約一 32)。祂有自己的屬性，如通達與智慧(林前二 10-12；賽四十

28；詩一四七 5；彼後一 21；羅十一 33，34；賽四十 13；詩一三九

23)。祂按照祂自己的旨意行事(林前十二 11)。祂有大能(伯三三 4；賽

十一 2；彌二 7；三 8；弗三 16)。祂教導(路十二 12；約十四 26；約壹

二 27)。祂咐召人作特別的事工(徒十三 2，4)-- 祂行使祂的權柄、揀選

和智能。聖靈不是神性中的一種品質，也不僅僅是從上帝而來的一種

影響力或能力。祂不是上帝在我們成聖中所實施之能力。祂自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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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聖潔和智慧的位格。 

聖靈的神性 

聖靈清清楚楚被稱呼為上帝(徒五 3，4；利廿六 11，12及林後六

16，林前三 16，17；申三二 12及賽六三 14，詩七八 17，18及賽六三

10，11)。祂有上帝的屬性：永恆(來九 14)；無限(詩一三九 7)；全能(彌

二 7；賽四十 28)；預知(徒一 16)；全知(林前二 10，11)；管理教會的主

權(徒十三 2，4；二十 28)。祂是神格中的第三個位格(太廿八 19；啟一

4，5)。 

這樣說來，創造天地是聖父特別的工作，救恩是聖子的特別工

作，而將救恩帶給罪人和使罪人接受是聖靈的特別工作。聖父開始，

聖子持守，聖靈完成萬事(羅十一 36；西一 17；來一 3)。 

第三章 聖靈如何臨到我們作工 

上帝差遣聖靈降臨我們當中運行(加三 5；腓一 19 )。聖經也說，上

帝常把聖靈澆灌下來(箴一 23；賽三二 15；四四 3；結三九 29；珥二

28；徒二 17；十 45)。 

聖靈如何進行工作 

聖靈從聖父與聖子而出(約十五 26)。祂在永恆中與聖父聖子同在，

因此祂永遠出於聖父與聖子。祂自願和自由地被差遣去施行託付給祂

的工作。 

聖經說祂「來」(約十五 26；十六 7，8；代上十二 18；徒十九

6)。我們應禱告求祂來到我們中間。聖經也說祂「降」在人的身上(徒

十 44；十一 15)；並「住」在他所差遣的人身上。(賽十一 2；約一

32，33；民十一 25，26；王下二 15；彼前四 14)。聖靈因住在人身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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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工作而歡欣喜樂(番三 17)；祂住在那人身上就永遠與他同在(約十

四 16)。 

聖經也說聖靈會「離開」人(撒上六 14；彼後二 21；來六 4-6；十

26-30)。但那些在恩約中的人，祂永遠不會離開他們(賽五九 21；耶三

一 33；三二 39，40；結十一 19，20)。 

第四章 舊約時代聖靈的特別預備工作 

舊約時代聖靈的工作有兩類。一是特出的，超乎人類自然力量的

特異成就，另一就是一般的，促使人儘量發揮自己能力去完成某工

作。 

聖靈的特殊事工，特別施行在先知身上：默示他們書寫聖經，及

使他們施行神跡。 

聖靈的一般工作是賜給執政掌權者的政治技巧，並賜給他們有能

力與勇氣在道德問題上站立得穩。對一般自然事物，聖靈常賜給人大

有屬靈能力來應對。在智慧方面，聖靈使人有傳講神話語和建造聖殿

的能力(如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譯注：參出三六 1)。 

聖靈透過先知說預言的工作 (賽三三 17；約八 56；申三 24，25；彼

前一 9-12)，乃是為上帝應許的真實性作見證。說預言的恩賜都是聖靈

直接的工作(彼後一 20，21；提後三 16；彌三 8)。 

預言有兩方面。一是預告將來要發生的事；二是宣告上帝的心意

(出七 1；伯三三 23；羅十二 6；林前十四 31，32；代上廿五 2)。 

先知說預言是依靠神的「吹氣」：「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

後三 16)。「默示」就是「上帝吹氣」的意思，這與聖靈的稱謂相稱，

因為聖靈就是上帝神聖的氣息(參約二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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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聖靈用多種方法向所揀選的人傳達祂的啟示。祂可以用聲音、夢

境和異象。 異象有兩種：一種是肉眼可以看得見的(創十八 1，2；

出三 2，19；書五 13，14；耶一 11，13；廿四 1-3)；另一種是只能憑內

心的靈眼才能看見(徒十 10；王上廿二 19-22；賽六；結一)。 

要能認識異象乃上帝的啟示，需有兩個條件。第一，先知的心思

要被聖靈預備以接受異象。第二，聖靈要使他們有能力忠實地記得所

見的異象，並毫無錯誤地對別人宣告。 

舊約的默示 

默示聖經是聖靈的另一工作，從舊約就開始。在默示中，這些先

知的心思意念、知識，和掌握啟示內容的能力都是最基本的。聖靈需

要提示他們當寫的字句，使他們無誤地書寫上帝啟示他們的事。他們

寫作時，他們的手也需受聖靈的指引，以寫出上帝指示他的話來，例

如巴錄(耶三六 4，18)。聖靈這一切的工作，指引人寫成無誤的聖經。 

神跡 

聖靈的特殊工作也包括使先知行神跡的能力。 

但聖靈並不限於作些令人驚奇和特異的事。聖靈也在舊約時期出

現，賜下民法和政府(民十一 16，17，25)，倫理道德(士六 12，34；十

一 1，29)，體能(士十四 6；十五 14)，以及智力(出三一 2，3)。 

向人傳講上帝話語的能力也是聖靈的工作，如挪亞(彼後二 5；創

六 3；彼前三 19，20)。 

第五章 聖靈在新造的人身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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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時代的大恩惠，是上帝預先應許的，聖靈奇妙地澆灌在所有信

徒身上。因此新約教會比舊約教會更為榮耀。使我們重生的工作是福

音的職事，聖經稱之為聖靈的工作(林後三 8)。福音裏聖靈的應許，是

對所有信徒，不是只對一小部分人說的(羅八 9；約十四 16；太廿八

20)。 

新約聖經教導我們祈求天父賜我們祂的聖靈，使我們借著聖靈的

幫助能過合乎祂要求的聖潔、順服的生活(路十一 9-13；太七 11；弗一

17；三 16；西二 2；羅八 26)。當耶穌將要離開世界的時候，祂鄭重地

應許賜下聖靈(約十四 15-17；來九 15-17；林後一 22；約十四 27；十六

13)。因此主耶穌應許和賜下的聖靈，乃是我們在地上享受好處的唯一

原因。 

若不是由於聖靈的降臨和在我們身上作工，我們不能從上帝得到

任何好處。若沒有聖靈在我們身上作工，我們也不能對上帝產生信

心、愛心和順服祂旨意的心。 

新造的人 

聖靈的工作，乃完成天父所計畫並託付聖子所作的工作。透過聖

靈的工作，我們認識上帝，學習如何信靠祂。 

第六章 聖靈與基督的人性 

「聖靈與創造基督的人性、預備基督的人性、或將基督的人性與

神性聯合，有甚麼相干？  

聖子的特別工作，是將人性與祂自己結合而成為人，這都不是聖

父或聖靈的工作。聖子親自成為人，來到世上過人的生活。(約一 14；

羅一 3；加四 4；腓二 6，7；來二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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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特別工作 

在神格中的聖靈位格，乃執行上帝一切計畫的那位。祂是聖子的

靈，也是聖父的靈。祂從聖子和聖父而出；聖子所作的一切，聖靈也

作，包括聖子人性的一切作為。保羅告訴我們聖靈乃是聖子的靈(加四

6)。 

聖靈的工作，聖父和聖子也作。一個位格不可能與另兩位分離而

作甚麼事。因此，在任何上帝的工作中，我們必須承認天父的權柄，

聖子的慈愛與智慧，以及聖靈的能力。 

聖靈在基督的人性中的第一件特別作為是使童女馬利亞懷孕(來十

5；二 14，16；太一 18-20；路一 35)。馬利亞因著聖靈懷孕的神跡，是

聖靈的創造之工。這與創造天地，從無到有的創造不同。這次的創

造，用了童貞女馬利亞的實質，造出基督的人體來。 

聖經裏第一個應許：「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

跟」(創三 15)是必須成全的。耶穌的家譜記載在兩卷福音書，是很有必

要的，確認上帝必定成全祂的應許。在馬利亞胎中的基督人性，乃是

聖靈的工作。聖靈以祂的大能從馬利亞的身體中創造了基督的肉身。 

聖靈創造基督人性的工作與聖子穿上人性，將其人性與神性聯合

的工作，是有所不同的。聖子沒有創造祂自己的人性，祂只把人性與

神性結合起來。所以只有聖子道成肉身，聖靈並沒有道成肉身。 

基督的人性在童女馬利亞胎中成孕是一霎而成的創造神跡，此後

這人性在馬利亞的胎中漸長。還未與神子聯合之前，耶穌基督的人性

是不可能存在的。當人性霎時被創造，「道」就「成了肉身」，耶穌

就「為女子所生」了(約一 14；加四 4)。 

聖靈在基督事工上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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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聖靈霎時刻在童女馬利亞胎中創造了基督的人性，便立刻使之

聖潔，並按照這人性的容量，充滿了當得的恩典。 

由於不是從人的世代繁衍出來，因此基督沒有遺傳的罪性。聖靈

的臨在，使祂的人性充滿一切的恩典(賽十一 1-3；來七 26；路一 35；

約三 34)。 

聖靈另一個在基督人性裏的特別作為，是使基督能夠施行祂要作

的一切事工。 

基督在恩典與智慧上的增長，乃是聖靈的作為。基督的人性使祂有

能力學習以前不知道的新事物(可十三 32，來五 8)。這也是聖靈的作

為。為要使基督能完美無缺地完成祂在世上的任務，聖靈對祂作特別

的恩膏，賜祂異常的恩賜和能力(賽六一 1；路四 18，19)。 

祂被聖靈授予特別的恩賜，使祂能執行先知的工作。這事在基督

接受水禮的時候顯明出來。從此以後，祂一直被聖靈充滿，因為上帝

賜給基督的靈是沒有限量的(約三 34)，同時基督也可以說「耶和華和 

祂的靈差遣我來」(賽四八 16)。基督被差遣，是得到聖父全權的支持和

充滿聖靈所有的恩賜和能力。 

由於聖靈使基督能施行神跡奇事，藉此肯定和印證祂的事工(徒二

22；路十一 20；太十二 28，31，32；可六 5，九 39；路四 36，五 17，

六 19，八 46，九 1)。在這些神跡中，聖靈為耶穌作證，祂是神的兒子

(約十 37，38)。 

在基督的工作、受試探、順服和受苦的過程中，聖靈引導、安

慰、支持和加添能力給祂。基督接受水禮之後，被聖靈引領到曠野被

試探(路四 1)。聖靈引導祂開始對抗和征服魔鬼。基督借著聖靈而勝過

魔鬼的試探。祂完全打敗企圖阻繞祂工作的敵人。從被試探的地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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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基督滿有聖靈的能力，開始祂傳揚福音的事工(路四 14，18，22)。

因此，基督的一生從開始到末了，無論是備受試探、遭遇困難和在受

苦受難的時刻，都獲得聖靈的引導、堅強和安慰(賽四二 4，6；四九 5-

8；五十 7，8)。基督的人性從祂的神性所自由接納的一切，也是聖靈

的作為。 

基督借著聖靈將自己獻給上帝（來九 14）。 

聖靈一直加添基督力量和支持祂，從祂受羞辱、受痛苦直至祂把

靈魂交出來的死的時刻。基督之死不單單是為我們的罪所受的刑罰，

而且也是祂的順服至死，借著永恆的聖靈，真正把自己獻給上帝作為

祭物。這就是為什麼祂的死和受苦大有拯救罪人的功效。在耶穌基督

的一生中，聖靈的首要恩典,彰顯在祂身上。 

所以基督是「借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暇無疵獻給上帝」。借著

同一聖靈，基督得以分別為聖，作為我們完全的大祭司。 

基督死後在墳墓裏聖靈對祂人性的特別作為。 

祂的聖體在墳墓裏，也得到聖靈同樣特別的照顧。因此，偉大的

應許得以實現，祂的靈魂不至被撇在陰間，也不叫神的聖者見朽壞(詩

十六 10；徒二 31)。 

聖靈在基督復活中的特別作為 

將基督的最聖潔靈魂與祂的身體再次結合，乃是聖靈特別的工作

(彼前三 18) 

聖靈榮耀基督的人性 

聖靈使基督的人性配坐在天父上帝的右邊。聖靈使基督的本性聖

潔，現更使之成為榮耀(約壹三 2；腓三 21)。 

聖靈另一重要工作乃是為基督的位格作證，證明祂的確是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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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是彌賽亞(約十五 26；徒五 32；來二 4)。我們也要知道借著聖靈

的作為，基督的人性中滿有完全和豐富的恩典。 

第七章 聖靈在基督奧秘的身體（教會）中的工作 

聖靈在教會的工作，有三個大前提： 

(一)聖父由於祂的愛、恩典、意旨和永恆的目的，從罪人中揀選分

別出來的一群，成為教會。 

(二)基督的整個工作乃是把罪人救贖出來，成為祂的教會。 

(三)聖靈的工作乃是呼召罪人悔改和信靠基督，並將得救的人與基

督聯合成為以基督為首的身體-- 祂的教會。 

基督升天後，基督從天父領受了聖靈，澆灌在祂的門徒身上。(賽四

四 3；珥二 28，29；徒二 33)。基督身體既離開了地上，聖靈取代基

督，應驗了對教會所有的應許。基督藉祂的靈與我們同在(太廿八 19，

20；徒三 21；太十八 19；林後六 16；林前三 16)。基督向祂的門徒保

證，祂的靈與他們同在，比祂肉身與他們同在更好。所以現在時刻，

基督隨時隨處都與我們同在。 

聖靈代表基督，代替基督，所以祂為門徒作基督所作的一切事(約

十六 13-15)。 

聖靈不是來啟示什麼新事，也不是作什麼與基督的教導和工作矛

盾或相反的工作。聖靈絕不作任何違背聖經教導的事。任何作出違背

基督和聖經的工作的靈，都不是來自神。 

聖靈偉大的事工，乃是榮耀基督。上帝賜聖靈給我們，乃是要我

們也能歸榮耀與基督。聖靈降臨，是要彰顯基督的真理與恩典，不是

述說祂自己(約十六 13-15)。聖靈沒有啟示其他真理，沒有賜下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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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聖靈賜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裏，從基督而來，和 因基督而成就。

按照這定律，我們可以察驗出任何靈是否出於上帝。 

「祂把所聽見的都說出來」(約十六 13)。聖靈所聽見的，就是聖父

和聖子有關救贖教會的全盤計畫與目的。「聽見」表示聖靈對聖父與

聖子的永恆目的有無窮的認識。 

祂使基督在我們眼中顯為榮耀。我們是基督的子民，聖靈被賜給

我們，使我們能夠尊崇基督，祂是教會榮耀之首。 

聖靈對基督的門徒啟示基督的真理，因為上帝一切的啟示，都是

由祂賜下。聖靈的默示讓使徒能接受、明白和宣告神在基督裏的一切

旨意。為了使門徒毫無錯誤地明白和宣告神的意旨，聖靈領導他們進

入一切真理。再者，聖靈將成聖的恩典與特殊的恩賜澆灌給門徒，以

向他們顯示基督的恩惠。 

聖靈繼續對信徒顯示基督的真理與恩惠，雖然方法與程度都與受

祂默示的使徒不同。我們讀經和聽道時，聖靈打開我們的靈眼，讓我

們從所讀和所聽的明白神的心意。 

聖靈把基督「所有的」啟示給我們 

耶穌說「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約十六 15)。我們從這節經文可以學到兩點。第一是基督

要把祂所有的告訴我們。祂說「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聖靈是恩典的靈 

若得什麼恩典，或在我們身上有什麼恩典的工作，都是聖靈的作

為。 

聖靈的任何工作，都是出於祂自己的自由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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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一切工作都出於祂無限的智慧，以及在祂主權掌管之下，無

人能抗拒的旨意(羅九 19)。 

聖靈的見證是非常重要的，但與信徒的見證有所不同。 

耶穌說，「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

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約十五 26，27)。聖靈

的見證有別于使徒的見證。但使徒之能作見證，只因為聖靈給他們能

力作見證。 

使徒能為基督作見證乃是聖靈的能力在他們身上，是聖靈在他們

身上工作的結果(徒一 8)。除了通過使徒的見證外，聖靈沒有作出另外

的見證。 

第八章 聖靈重生的工作 

聖靈的偉大工作就是使人重生（約三 3-6） 

重生是「從水和聖靈所生」。聖靈在人的靈裏作重生的工

作。水也可以表示聖靈自己。 

重生全部是神的作為(參約三 6；弗二 1，5；約六 63；羅八 9，

10；多三 4-6)。 

重生是源于天父的慈愛(約三 16；弗一 3-6)，出於祂的旨意、目的

和計畫。重生是上帝慈愛與恩典的工作，由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買贖

給罪人(弗一 6)。但實際的「重生的洗和我們靈的更新」乃是聖靈的工

作(多三 4-6)。 

重生的本質 

重生是把一個嶄新、真實的生命的屬靈律、亮光、聖潔與公義放

在人的靈魂裏，致使所有一切對上帝的恨惡和對抗完全一筆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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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是內心產生奇妙的改變。「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

人。」重生不是由於道德觀念改變而形諸外行為，重生與此截然不同

(加五 6；六 15)。 

重生是神大能的創造工作。聖靈在我們生命裏創造一新的原則或

律(詩五一 10；弗二 10)。這個「新創造」不是使我們培養新的習慣，

而是一種新的力量，新的能力；因此被稱為「神的性情」(彼後一 4)。

這個新的創造，乃是神在我們裏面創造了新性情，新力量，這新的性

情帶有神的形像(弗四 22-24)。 

重生將我們的心思改換一新。心思更新的意思，是我們的思維現

在有了一個新的、救贖的、超自然的亮光，使我們能有屬靈的思想與

行為(弗四 23；羅十二 2)。信徒因而「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

的形像」(西三 10)。 

聖經的考驗 

聖靈只按照聖經中的方法來工作，不會有任何其他方法。一切自

稱是聖靈的重生工作，必須通過聖經的考驗。 

聖靈是全知的，祂完全知道我們的本性。祂知道如何在我們身上

工作而不損害我們的本性；也不會用什麼方法強迫我們的本性就範祂

的旨意。 

聖靈借著真正的福音使者重生人心(林前四 15；門 10；徒廿六 17，

18) 

第九章 聖靈如何預備一個靈魂作重生的工作 

上帝的話語被傳講時，聖靈藉上帝的話得著人心；有幾件事在聽

道的人身上發生。這些事通常是在聽道的人重生之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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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會發生的事，是聖靈光照聽道者的理性，使他對上帝所啟

示的屬靈真理，有屬靈的理解與認知(林前二 9，11)。這與一般僅用理

性來理解所傳之道截然不同。 

聖靈的光照使人對上帝的話清楚明瞭(彼後二 21)，叫人曉得福音不

但是真實的，而且也是上帝公義之道(羅一 17；十 3，4)。光照幫助人

的思想認同真理(徒八 13；約二 23；十二 42)。當聖靈的光照照亮上帝

的救恩時，人的靈就清楚看見神所賜予的恩典。因此，光照預備人的

靈被重生。 

第二件要發生的事，是聖靈使人紮心知罪。這也是由聽道而來(林

前十四 24，25)。當人的靈被領到上帝的律法前，面對義的要求時，他

會對自己的罪孽感到不安。人的靈開始為所犯的罪惡感到憂愁與懊悔

(林後七 10)。上帝的話語被宣講時，聽道人身上發生的這一切，事實上

是聖靈與講道的人一同的工作(賽四九 4；耶十五 20；結三三 31，32；

約八 59；徒十三 41，45，46)。那些被「光照」的人被稱為「於聖靈有

分」的人(來六 4)。 

第十章 罪如何使人心敗壞墮落 

靈裏的黑暗與盲目 

所有的人本處於屬靈的黑暗裏，直至上帝藉聖靈大能的工作光照

人心，或在人心中創造真光(太四 16；約一 5，徒廿六 18；弗五 8；西

一 13；彼前二 9)。  

與神的生命隔絕 

未被重生的心是邪僻和墮落的，所以人是「與上帝所賜生命隔絕

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裏剛硬」(弗四 18)。這與上帝生命的隔絕，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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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心裏的罪惡和墮落。(西一 21)。 

上帝的生命，就是上帝的靈通過耶穌基督住在我們裏面的生命(加

二 20；西三 3)；就是結出聖潔、屬靈、福音和順服的果子的生命(羅六

22；腓一 11)；也是永遠不死亡的生命，因為這生命是永恆的(約十七

3)。 

屬血氣的人與屬靈人 

雖然未歸主的人可有高等教育和卓越的才幹，但他完全無法接

受，也無法在靈裏明白那些獲得永生救恩必需的事物。除非聖靈在他

的心裏更新、光照和賜下力量，否則他對所聽到的福音是沒有回應

的。從林前二 14，我們看見屬血氣的人不能領會的事，就是「上帝靈

的事」。那麼，這些上帝靈的事究竟是什麼？林前二章提到：「耶穌

基督，並祂釘十字架」(2節)；「神奧秘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

預定使我們得榮耀的」(7節)；「神開恩賜給我們的事」(12節)；「基

督的心」(16節)。 

屬血氣的人不能領受聖靈的事，因為聖靈的事是在靈裏領受的。

屬血氣的人借著理性的自然亮光，可以明白屬血氣的事物。屬靈人借

著從耶穌基督來的屬靈亮光，明白屬靈的事物。 

上帝把聖靈賜給我們，因此賜給我們在福音裏有順服的能力。 

第十一章 肉體死亡與靈死的比較 

沒有重生的人處於靈魂死亡的狀態中。要靈魂活過來，他們需要

聖靈的大能在他們的靈魂裏作有效的工作。這工作是叫人的靈魂活過

來(弗二 1，5；西二 13；林後五 14)，或叫做「救活」，或賜給他們生

命(弗二 5；約五 21；六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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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的屬靈生命可以與我們在基督裏的屬靈生命相比。在基督裏

的新生命，是由於上帝在基督裏的自我啟示。人人生來都是靈死的，

不再擁有亞當曾有過的「上帝的生命」。人類曾在亞當裏擁有這生

命；人類也在亞當裏失去這生命。 

靈死的本質 

靈死是指失去屬靈生命，以致我們無法活在上帝面前。正如肉體

不能沒有靈魂而生存，人的靈魂也不能沒有屬靈生命而活在上帝面

前。沒有這屬靈的生命，人的靈魂便在道德上變得敗壞(羅八 7，8；約

六 44；太七 18；十二 33；耶十三 23)。 

屬靈的生命：源頭與授予 

上帝是一切生命之源頭，特別是屬靈生命的源頭(詩三六 9)。因此

我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面」(西三 3)。 

我們的屬靈生命與任何其他生命不同。這生命不是直接從上帝而

來；上帝先把這生命的豐盛完全放在中保基督裏面(西一 19)，而我們從

基督的豐盛裏領受了這生命(約一 16)。因此，基督是我們的生命(西三

4)。因此我們不再是自己活著，而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活著(加二 20)。基

督是我們的生命，沒有祂我們什麼都不能作(約十五 5)。聖靈授予我們

的屬靈生命，仍是基督裏的生命。因此，我們靠著這屬靈的生命得以

與基督連合，正如枝子接在樹上，從樹幹汲取生命，枝子絕不能離開

樹幹而獨立生存(約十五 4)。 

聖靈授予我們屬靈的生命，使我們有能力遵從上帝聖約中的條

件。借著這新的生命，上帝在我們心裏寫下祂的誡命，並使我們有能

力遵守祂的誡命。若沒有這屬靈生命的律，我們不能在靈裏有所順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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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死的狀況中，未重生的人沒有能力或意願過一個屬靈

的生活 

未經重生的人好象死屍一樣，沒有能力或意願要活過來。 

未經重生的人可能有行善的意願，也致力行善來討上帝喜悅，但

其意願與努力都不是發自他們裏面的靈命，也不是出於要獲得重生的

願望。 

第十二章 重生 

一生未被重生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耶穌說：「人若不重生，就

不能見神的國」(約三 3)。耶穌這裏說的「重生」，在同章五、六兩節

稱為「從靈生」，因為只有聖靈施行使人重生的工作(約六 63；羅八

11)。上帝以祂的憐憫借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拯救我們(多三 5；約

一 13；雅一 18；約壹三 9)。這裏很明顯看到，誰在作重生的工作。現

在讓我們看看聖靈如何作重生工作。 

結論：重生的工作不是聖靈說服罪人悔改和相信。 

重生如何得以完成 

聖靈重生一個人時，祂使用律法與福音。一個人的重生，聖靈不

但對此人作道德改變的工作，也在人的心靈與理性裏作直接改變本性

的工作。保羅告訴我們這是聖靈直接的工作：「使你們知道.... 祂向我

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

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裏復活」(弗一 18-20)。這裏所說的能力是非常浩

大的，由於這浩大的能力使基督從死裏肉身復活。保羅要我們知道，

上帝在基督身上所作的大能大力，使祂從死裏復活，聖靈以同樣的大

能大力在我們身上作工，使我們從靈死裏復活過來，重生獲得屬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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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借著同樣的大能大力，上帝保守我們到獲得救恩的日子。這大

能大力繼續在基督徒身上作工，使他們不至完全跌倒而至永遠失去救

恩。 

上帝在回轉中的恩典工作，聖經稱之為「創造」、「活過來」、

「造成」、「賜給一個新心」。這些都說明上帝真正地在人靈魂裏面

工作，所有這些都是上帝親自的作為。上帝把我們重新創造，蘇醒我

們，以祂的旨意生我們。這都是聖靈的大能直接在我們身上所作的

工，這些工作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聖經明顯教導我們 說，當聖靈

重生我們的時候，祂在我們的心靈裏直接施行大有能力和果效的工

作。 

聖靈這樣的工作是無誤的，意思是在祂揀選的人身上作的重生工

作是不會失敗的。祂的工作也不能被抗拒，乃是常勝的。 

當聖靈立意要重生一個人，祂把所有攔阻挪開，克服所有抗拒，

並且毫無差錯地產生祂所定的果效來。當聖靈在我們身上作重生工作

的時候，祂是順著我們的理性、情感與意志的性情而行，不會忽略、

強迫或傷害我們知、情、意的本性。聖靈是順著我們靈魂的本性、能

力和才能在我們靈裏作工。在聖經中有這些例子：「求你使我回轉，

我便回轉」(耶三一 18)；「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歌一

4)；上帝用「一人的繩索」吸引我們，這裏所描述的，是說服的行為。

「上帝使雅弗擴張」(創九 27)。這工作也被描述為「有誘惑力」的，

「我必勸導她，領她到曠野，對她說安慰的話」(何二 14)。 

聖靈作重生工作時，不在我們心中造出一巨大熱烈的感受，也不

是像祂對先知所作的工作一樣，用特別的默示，把先知們的理性與身

體功能作為被動的工具，被聖靈推動作出超過他們原有天生才能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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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來。重生的工作，是聖靈在我們的心中按著和使用我們天生的才

能，以祂的大能作直接影響和感動的工作。「上帝阿，求你為我造清

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詩五一 10)。「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裏運行」(腓二 13)。 

無論怎樣，聖靈勝過所有的攔阻，來完成祂的工作。聖靈比我們

自己更奇妙地瞭解我們的靈魂。因此當祂在我們的靈魂裏施行重生工

作的時候，祂奇妙地看顧和保守我們的靈魂，同時絕不妨礙我們意志

的選擇，而且能有效地在我們的意志與靈魂裏作工，使之重生和回歸

上帝。 

上帝賜予悔改 

聖經清楚明白地教導，當上帝改變一個罪人使他回轉時，祂使用

使基督從死裏復活的同一大能來作工。上帝果真在罪人心中產生信心

和悔改(提後二 25；徒十 一 18)。上帝在我們心裏所作的是實際的悔改

和信靠，而不只是悔改和信靠的力量。如果它只是我們擁有的力量，

我們便可以隨自己的愛惡來選擇使用或不使用它。 

重生是一項完成和完備的工作，但也是成聖工作的開始。當我們

還活在這個世界的時候，成聖工作還未完成，因此還需要不斷更新。

成聖是繼續把仍然存留在我們裏面的罪惡治死，並讓上帝放在我們裏

面的恩典繼續不斷地增長和堅強起來。因此，我們應該為別人禱告，

求上帝在他們身上作成在我們身上同樣的工作。 

重生的恩典 

重生被稱為「復活」或「活過來」(弗二 5；約五 25；羅六 11)。這

工作本身就是我們的重生(弗四 23，24；約三 6)。 

聖靈在我們理性上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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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賜智能悟性(約壹五 20)。 

這樣的描述是告訴我們，屬肉體的心思是不能認識神和祂的救恩

的，也不能看見和分辨屬靈的事物。聖靈的恩典工作乃是打開我們的

眼睛(路四 18；徒廿六 18)。首先，祂賜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第

二，祂賜給我們一顆認識祂的心(耶廿四 7)。 

因此，使人回轉乃是聖靈在人心裏的工作，是有功效、能力和創

造力的，使人能夠以屬靈的眼光來認識和分辨屬靈的事物。這也稱之

為「心意更新而變化」(弗四 23；西三 10；羅十二 2；多三 5)。上帝藉

此把光照在我們的心裏(林後四 6)。 

聖靈在我們意志上作工 

意志在我們回轉的時候被聖靈更新了。聖靈在意志中植入一新的

屬靈生命和聖潔的律。 

假如聖靈沒有直接而有效地在人的意志上作工，假如祂沒有在意

志中創造一新的信心與順服的掌管原則，假如祂不是毫無錯誤地掌管

我們一切出於意志的自由行為，那麼我們回轉的榮耀是歸自己身上

了。 

假如是因著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選擇而得救，那麼上帝立意要

使一個靈魂回轉都可能失望。上帝以祂的恩典拯救人的計畫，若是取

決於人的意志的話，這就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穌基督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弗二 10)不符合了。聖靈在我們意志所作的工乃要矯

正和除掉其中的墮落本性，因此是必要的。我們的意志必須從靈死的

光景中得以釋放出來，使之能為上帝而活。心意必須更新，重新調整

在一個新的信心和順服的掌管原則之下。 

聖靈使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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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是聖靈的工作。祂使我們這些死在罪惡過犯中的人活過

來。祂賜給我們一個新心，並賜一新靈在我們裏面。祂把祂的律例刻

在我們的心版上，讓我們知道和遵行上帝的旨意，行在祂的道路中。

祂在我們身上工作，使我們立意並行出祂的美善來。祂使抗拒和頑梗

的變為樂意與順服，出於他們意志的自由抉擇。 

聖靈同樣在我們的心中植入對上帝無上的愛，以至我們的靈喜樂

而滿足地緊靠祂和祂的道路(申三十 6；西二 11)。 

聖經明言重生是屬於上帝的作為，或特別是屬於祂的靈的作為(彼

前一 3；雅一 18；約三 5，6，8；約壹三 9)。 

第十三章 回轉的工作 

上帝的各種不同方法 

上帝的作為會有不同的方法。祂可以用祂的話語開始祂的工作(林

前十四 24，25；羅七 7)。 

聖靈使人紮心知罪 

聖靈呼召人到上帝面前，祂首先要人知罪。罪人要思想自己的罪

孽，在良心有罪惡感。聖靈借著傳講律法使人知罪(詩五十 21；羅七

7；約十六 8)。 

對另外一些人，聖靈樂意繼續在他們的身上作使他知罪的工作，

直至他們回轉，歸向上帝。聖靈蘇醒他們，使他們對永恆的命運發生

極大的恐懼。聖經沒有說明為罪哀傷的程度應該如何，唯有上帝才能

在你的身上作真正的悔改工作。悔改是上帝賜你的恩賜。 

在基督裏的信心 

上帝使罪人重生，賜他們能力遠離罪惡和相信主耶穌基督，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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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祂使人回轉的工作。這是福音的特別工作(約一 17；羅一 16；彼前

一 23；雅一 18；弗三 8-10)。在傳講福音時，上帝常會使一些特別的話

語固定在罪人的心思中，借著聖靈有效的工作，這話語便成為帶領罪

人回轉的工具。 

聖靈賜給人一個順服基督的願望 

當聖靈引導一個罪人歸信基督，聖靈也在這人的心中充滿聖潔的

願望，要全心全意順服基督，離開罪惡。 

因此，凡回轉到基督的，當他們認罪和認信的時候，就被接納成

為教會群體的一份子進入信仰中一切的奧秘。 

第十四章 成聖的本質與福音的聖潔 

 

我們從保羅的禱告首先學到的是：上帝使我們成聖。上帝賜我們

氣息存留，祂也賜我們聖潔。我們能夠成為聖潔不是因著我們的本

性，乃是靠上帝的恩典。第二，上帝肯定祂就是使我們成聖的那位。

如果祂不作這使我們成聖的工作，沒有別人能作。第三，我們知道使

我們成聖的是一位「賜平安的上帝」(羅十五 33；十六 20；林後十三

11；腓四 9；來十三 20)。 

賜平安的上帝使我們成聖 

成聖是與上帝和好所結的果子，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為我們作成

和預備的。「上帝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林後五 19)。 

上帝使我們的本性成為聖潔，以保守我們與祂和好的關係。祂使

我們全然成聖，完完全全地成為聖潔，我們全人沒有剩下某一部分是

罪惡的，或還在罪的權勢之下。我們整個本性都在上帝的工作內。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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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每一部分都成為聖潔，這成聖工作至終能完全作成。 

成聖是聖靈的工作 

成聖是聖靈直接對我們全人本性的工作。這工作是從借著主耶穌

使我們得以與上帝和好作開始。因借著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我們

得蒙保守以至無可指摘，或可以說是被持守在蒙恩的狀態中，上帝按

著祂立的約，使我們自始至終都為祂所接受。 

真正的聖潔 

信徒常常對真正的聖潔有所不知。他們不完全明白其真正的本

質、源頭和所結出的果子。聖潔不單是為今生，乃是隨著我們的生命

延續至永恆和得榮耀。死亡沒有毀滅聖潔的能力。聖潔的行為的確是

暫態和短暫的，但所得的獎賞是永恆的果子(啟十四 13；來六 10)。聖

潔是永恆的，將與我們一同進入榮耀裏(林前十三 8)。 

聖潔在這世界上能彰顯一些屬靈和天上的榮光(林後三 18)。真正的

信徒是「在(宮)裏(面)極其榮華」的(詩四五 13)。因此，聖潔是聖靈極

其榮耀的工作。 

上帝要求我們聖潔。祂吩咐我們不斷地運用祂已經賜給我們的各

種方法，以持守和增長聖潔。 

信徒的回應 

聖潔須是由於順服，否則不是聖潔。我們靠自己是完全無力去順

從上帝的命令以達到成聖。第二，我們必須愛慕應許賜給我們的恩

典，這恩典在我們裏面作我們自己不能作的工作。第三，我們必須憑

信心禱告，相信上帝的應許使我們成聖，並且仰望祂供給我們所有必

需的恩典，得以過聖潔的生活。第四，當我們遇到試探，以及被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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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別或困難的事工的時候，我們必須特別祈求保守我們聖潔的恩

典。 

最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是聖靈使信徒成聖，是聖靈在信徒身上

結出一切聖潔的果子來。(詩五一 10-12；結十一 19；三六 25-27；羅八

9-14；林前六 11；彼前一 2；賽四 4；四四 3，4；多三 4，5。) 

第十五章 成聖是一生的事 

成聖是聖靈將我們的本性完全更新，使我們借著耶穌基督改變，

成為上帝的形像。這是聖靈對信徒靈魂的工作，使信徒的本性得以從

罪惡的污染中潔淨，使我們的本性更新成為上帝的形像。 

何謂聖潔 

聖潔是從我們更新的本性產生，對上帝的一種聖潔的順服。這聖

潔的順服乃是借著耶穌基督和按照所立恩典之約而得以成就。 

成聖的工作與重生不同。重生是霎時的，是一次過的創造大能。

成聖是漸進的。成聖的工作在重生的那一剎那開始，然後持續漸進的

(彼後三 17，18；帖後一 3；西二 19；腓一 6)。 

聖潔好象種子撒在土地裏，慢慢成長，成為一棵大樹。 

恩典增多 

聖靈在我們裏面施行聖潔，是靠我們領受聖潔的恩典。這恩典在

我們裏面加增加強；我們藉此恩典過順服的生活。 

聖靈在這工作上有三方面： 

第一，聖靈作聖潔的工作時，首先激發在我們裏面的恩典。聖靈

從兩方面激發信心和愛心的恩典。首先，聖靈借著崇拜聖禮和講道勸

服我們，將信心和愛心的正確目的擺在我們面前(約十六 14，15；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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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來四 2)。其次，聖靈住在信徒心中，以祂的能力直接保守在信徒

裏面一切恩典的根基與生命律(加五 22，23；腓二 13)。 

第二，聖靈作聖潔的工作時，使信徒能經歷他們所信事物的真

理、真實和卓越。聖靈賜給我們一切屬靈的經歷，在這些經歷中我們

得到安慰。聖靈安慰信徒，是將信徒所信的變成生命經歷中充滿權能

的實在(羅五 5)。 

第三，聖靈作聖潔的工作時，加強在我們裏面的恩典(亞十二 8；

弗三 16，17；西一 10，11；賽四十 29；詩一三八 8)。 

聖靈作聖潔的工作時是恩上加恩的。 

聖靈以三個方法加添恩典給我們。 

第一，聖靈加添恩典的時候，按照祂掌管萬物的全權命定某個適

當的環境，然後引領我們進入這環境當中，使我們有運用某種特別恩

典的必要(雅 一 2-4)。 

第二，聖靈加添恩典給我們的時候，祂提醒我們的責任，指導我

們在這特別的景況中所需要的是何種恩典(賽三十 21)。 

第三，聖靈加添信徒在任何景況中所需的特別恩典的方法是激發

這些恩典，並使之活躍起來。 

聖靈在我們身上作這些工作，就是使我們裏面的恩典活躍發揮出

來，好象園丁澆灌樹木，使之欣欣向榮(賽廿七 3；加二 20)。 

聖靈教導我們禱告，並賜下能力禱告 

聖靈賜我們特別的看見，以明白上帝的應許和祂聖約中的恩典，

藉此教導我們禱告，並使我們能禱告。聖靈教導我們禱告，並賜我們

禱告的能力，祂要我們對自己的需要省察，催使我們依靠上帝，因為

唯有上帝能滿足我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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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教導我們，並賜我們能力禱告，是以祂的創造大能激發我們

裏面的意願；這意願是從祂在我們裏面的新創造工作所發出來的。 

為什麼信徒常常忽略他們的責任 

第一個原因是他們以為自己是已經完全的。 

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愚蠢的假設，以為自己既在恩典中，不必在所

有的事上都要達到嚴格的聖潔和順服，正如他們在未得救恩確據之前

的行為一樣。  

第三個原因，是由於遭受各種對聖潔工作的敵對因素，使信徒產

生疲倦、失望和沮喪。 

第十六章 唯有信徒得以成聖 

所有真誠信靠主耶穌基督，並借著耶穌基督得信靠上帝的人-- 唯

有這些人可被成聖(約十七 17，19，20；七 38，39；帖前一 1；五 23)。 

 

第一，上帝應許賜下聖靈給我們，而我們接受聖靈，為要作特別

的工作。對信徒而言，上帝應許和信徒所接受的，乃是使他們成為聖

潔的靈。 

第二，聖靈為上帝所應許和為人所接受，要作兩件主要的工作。

上帝對被揀選的人應許，使他們接受聖靈，得以重生。對這些因著聖

靈的工作而獲重生的人，上帝應許他們可以接受聖靈得以成聖，使他

們聖潔。 

成聖的工作必須從兩方面來看：第一，聖靈在信徒心中使聖潔的

生命律繼續生效；第二，聖靈在信徒身上進行不斷成聖的工作，包括

信心的增長。信心也要從兩方面來看：第一，信心是上帝所賜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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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灌輸到人的靈魂裏；第二，信心的作為與果子，是從一生的堅信

和聖潔的順服中顯現出來。 

第三，應許的聖靈也是保惠師(安慰者)。聖靈這方面的工作，不是

對一切重生的人所應許的，因為許多被重生的人卻沒有安慰，或者他

們不需要安慰，例如得救的嬰孩。上帝也沒有對成人信徒應許聖靈全

部和絕對的功能，因為許多成人信徒還沒有達到一個境界，對聖靈的

安慰有所獲益。 

第四，應許和被接受的聖靈，是賜予屬靈恩賜的靈，藉此建立教

會(徒二 38，39)。 

賜下聖靈使人重生的原因，是上帝的揀選。賜下聖靈使人成聖的

原因是重生。賜下聖靈使人得安慰的原因乃是成聖；隨著成聖的過

程，信徒會遭遇、經過試探與困難。因為這些困難，信徒需要聖靈作

保惠師。 

我們在這裏必須特別留意下面的兩點。第一，聖靈不會賜予任何

教會以外的人建立教會的恩賜，或者賜給那些不承認福音真理和敬拜

的人。第二，聖靈賜下恩賜是按祂自己的主權和選擇，是隨祂的意旨

分給各人的。祂不是出於勉強，不是不得不賜給某個人或某些人的。

(林前十二 11)。 

信心：是聖潔必需的 

我們學習到除非真正借著耶穌基督信靠上帝，獲得永恆的救恩，

否則無人能成為聖潔，無人能成聖。這是因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

帝的喜悅」(來十一 6)。這「信」就是人因此而「稱義」的「信」。而

聖潔是蒙上帝喜悅的。因此，人沒有信，是不可能成為聖潔，也不能

討上帝的喜悅(帖前四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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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聖潔使人更新 

真正的聖潔是將我們全人，靈、魂、體，完全更新。成聖是我們

的本性-- 身體、靈與魂-- 特別是心思的全部更新(羅十二 2；弗四 23；

西三 10)。 

我們整個本性的更新 

成聖對我們靈魂身體都會產生功效，使之發揮能力，作出聖潔的

行為來。因此聖潔存在靈魂的每一角落，在靈裏充滿，沒有任何一部

分不受聖潔的影響。 

身體也同樣要成為聖潔(帖前五 23)。聖經說罪在我們必死的身上作

王，我們的肢體作了不義的奴僕(羅六 12，19)。所以身體也要成聖。但

是怎樣成聖呢？ 

首先，我們的靈魂接受聖靈灌輸聖潔的律。身體是我們本性的主

要部分，因此也得在這聖潔上有分。 

我們的身體在這聖潔上有分，由於上帝恩典對我們身體的特別影

響，因為我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林前六 15)。身體之能在聖潔上有

分，是由於聖靈住在我們裏面，使我們的身子成為上帝的殿(林前三

16，17)。結果，這身子的肢體現在成為仁義與聖潔的器皿(羅六 19)。 

第十七章 成聖本身的工作 

成聖是將我們被罪污染的本性清洗乾淨，乃是聖靈的主要工作(箴

三十 12；結三六 25-27；賽四 4；民三一 23；瑪三 2，3)。 

聖靈的成聖工作或對我們的靈作潔淨的工作，是靠著基督為我們

的死和寶血而施行(弗五 25，26；多二 14；約壹一 7；啟一 5；來一 3；

九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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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淨是非常重要的 

哪里仍有污穢未經潔淨，那裏就沒有真正的聖潔(弗四 22-24)。哪

里沒有任何潔淨的工作，那裏的聖潔工作也就沒有開始。而除罪的潔

淨工作開始，就會在這信徒的一生中繼續進行。但是如果我們以為靠

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這潔淨的工作，我們是糟蹋了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和祂的恩典。 

禮儀律例無潔淨的能力 

上帝頒發給摩西的聖禮儀式律例，本身不能洗淨人罪的污穢。這

些律例只是按律法而言將不潔淨的潔淨了。律法宣佈某人因遵行潔淨

的聖禮而潔淨了，可以參加敬拜。律法只是宣稱他們潔淨，承認他們

好象真已被潔淨了一樣而已(來九 13)。但沒有人因這些聖禮能真正潔淨

他自己的罪汙(來十 1-4)。 

第十八章 聖靈使信徒從罪中得以潔淨的工作 

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流血，買贖了聖靈在我們身上作潔淨工作的權

利，所以聖靈是使我們聖潔的首要工作者。 

聖靈借著兩方面使我們成為聖潔：信心和苦難。 

聖靈使我們的罪得以潔淨。聖靈潔淨我們，以祂的恩典堅固我們

的靈，使我們承擔該負的責任，並且拒絕犯罪。但如果我們犯罪，基

督的血可洗淨我們的罪(約壹一 7-9)。 

聖靈使用基督的血，將我們靈裏的罪洗滌乾淨(約壹一 7；啟一 5；

來九 14；弗五 25，26；多二 14)，正如撒迦利亞所預言一樣(亞十三

1)。 

基督的血就是祂獻自己所流的血，祂的血帶著能力、德行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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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舊約中的血 

祭物的血被認為是獻給上帝的祭，作贖罪之用，並與上帝和好。

祭物的血灑在物品上，作潔淨和聖潔的作用(利一 11；十六 14；來九

19；20，22)。因此，基督的血是獻上自己，藉永恆上帝的靈作贖罪，

作成永遠的救贖。上帝的靈將祂的血灑在信徒的良心上，使他們從死

行中得以潔淨(來九 12-14；十二 24；彼前一 2)。基督在十字架上獻身

時所流的血到現在還是一樣，有同樣的力量和功效。 

基督的血一定繼續和在任何景況之下都在靈裏得以成就(來九 9-

14)。基督的血是有此功能的。 

基督的血洗淨的功能 

基督的血現在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在上帝的眼中，基督的血除去

罪人一切罪的厭惡。罪人因而得以洗滌潔淨，配站在至聖的上帝面前

(賽一 16-18；詩五一 7；弗五 25-27)。基督的血把良心的羞愧除去，讓

我們的靈得以坦然無懼來到上帝的面前(來十 19-22)。當這一切完成

時，我們的罪得以消除，我們的靈魂得以潔淨。 

聖靈指出、宣告和提供給我們獲得潔淨的唯一良方。此事若由我

們決定，我們會舍正道而弗由(何五 13)。聖靈告訴我們有關基督的一切

(約十六 14)。 

信心與潔淨 

聖靈同時在我們身上作信心的工作，藉此我們得與基督的血的潔

淨功能有分。我們因信接受基督，也因信獲得基督賜給我們的一切(詩

五一 7；利十四 2-7；民十九 4-6；徒十三 39；來九 13，14；十 1-3)。 

聖靈真實地使用基督的血在我們的靈裏和良心作洗滌和潔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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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致我們不再羞愧，能坦然無懼來到上帝的面前。 

借著信我們的靈得以潔淨(徒十五 9)。信是靈魂的手，持住基督的

血作潔淨的功夫。 

真誠的信有兩個確實的證據。內在的是心得以潔淨，外在的是有

愛心的行為(彼前一 22；多一 15)。 

我們因信得以潔淨，因為信是首要的恩典，藉此我們的本性得以

回復到上帝的形像，從原來的污穢中解脫出來(西三 10；約壹三 3)。由

於我們的信，我們獲得基督的血潔淨的功能與影響(申四 4；書廿三 8；

徒十 一 22)。再者，主要是由於信，使玷污我們的情欲與敗壞得以除

掉、壓制，並漸漸地從我們心思中除去(來十二 15；雅一 14；約十五 3-

5)。 

信心抓住提供給我們的動機，激發我們追求聖潔，並使用一切上

帝賜給我們的方法避免受到罪的玷污，也使我們的心思意念從死行中

得到潔淨。 

苦難與聖潔 

上帝差遣苦難來煉淨我們(賽三一 9；四八 10；林前三 12，13)。 

基督的十架使我們在苦難中得益，因此苦難是獲得恩典與成聖的

偉大方法。基督子民所經歷的一切痛苦與困難，祂首先同受(賽六三

9；徒九 5；西一 24)。 

我們一切的痛苦與艱難，無非是上帝的方法作為，要使我們更像

祂的兒子(羅八 29)。苦難幫助我們對罪的污穢不潔有更深刻的認識，正

如上帝對罪的恨惡一樣。 

信徒的責任 

第一個責任是不斷自我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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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責任是不斷地對基督領我們脫離原來的罪惡玷污而感恩(路

十七 17；啟一 5，6)。我們要看重基督灑血在聖靈成聖的工作上。經常

來到耶穌基督那裏藉祂的靈得以潔淨，並因著灑在我們良心的血使我

們除去死行，就是我們的靈企圖用行為來潔淨自己的罪與污穢，忽略

了那為潔淨而設的泉源。 

聖靈在我們身上作成的真正的聖潔，與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一個道

德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再者，聖靈在我們身上作成的聖潔生

命，需要由聖靈和基督的血來保持潔淨和不受罪的玷污，但靠自力作

出來的道德生命，只能拼命用「好決心」來維持它的潔淨。 

第十九章 聖靈在信徒身上的靈命更新工作 

聖靈使信徒成聖的工作是完整的。聖靈將一個恩典的和超自然的

原則放在信徒的思想、意志和心靈中，使信徒全然生出一個聖潔的意

願要為上帝而活。這就是信徒一生得以聖潔的關鍵，信徒也因此是新

造的人。 

聖潔在於順服上帝 

按照恩典之約的要求，聖潔其實就是對上帝的順服。恩約是上帝

應許在我們的心中寫下祂的律法，使我們敬畏祂和遵守祂的律例。 

我們學到兩個偉大的教義： 

1，我們學到，在所有信徒的心靈裏，聖靈的作為和保守是一超自

然的恩典和聖潔的工作。由於這樣的工作，信徒得蒙上帝接納，有能

力過一個合乎祂旨意的生活。借著聖靈的工作，信徒才有能力行出上

帝所要求的順服行為，並借著在恩約中的基督使信徒得蒙上帝的悅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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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們也學到，所有的順服行為，無論是內在的信心和愛心，或

者是外在的善工，聖靈直接在信徒身上作恩典的工作都是必需的。 

聖靈常住在信徒裏面，創造那超自然的工作。聖靈的工作使信徒

的知性、意志與心靈傾向聖潔的行為，致使信徒能過一個合乎上帝心

意的生活。這工作也賜予信徒屬靈的力量，使信徒能為上帝而活在聖

潔的順服中。這工作明顯地有別於我們靠自己努力而行出來的聰明智

慧或道德的好習慣，而且也不同於賜給我們的屬靈恩賜。 

與基督成為一體 

聖靈住在我們裏面是我們得以與基督聯合的原因，但我們新的本

性才是使我們與基督聯合的方法(弗五 30；林前六 17；來二 11，14)。

 

信徒的本分 

我們必須慎重地和勤懇地愛護和照管在我們裏面生長的新的屬靈

生命。 我們的另一個本分是應以有力的證據將我們已得的新生命

彰顯出來。在我們生命中聖潔恩典的作為引導我們過一個有新習慣的

生命，致使我們趨向作出聖潔的行為來。道德習慣帶來道德行為。但

這聖潔的恩典給我們能力成為聖潔，過一個屬上帝的生活。借著在我

們裏面那掌管生命的聖潔原則，罪就變得無力，慢慢被除去，靈魂也

繼續不斷地追求聖潔。 

聖潔的恩典是不變的，永遠住在我們裏面。它不會終止鼓勵我們

的靈魂去履行每一樣當作的本分，直至我們完全享受與上帝的同在。

它是一直湧到永生的活水(約四 14)。它是在上帝的約中所應許的(耶三

二 40)。它賜力量給信徒，使之不至懈怠當盡的本分(來六 11；賽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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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聖潔之恩使人的靈魂趨向一切的順服。 

有關自由意志的聖經真理 

上帝以祂的意志、權能和護理來掌管宇宙萬物，決定一切將來要發

生或不發生的事情。假如人能憑他自己的主意，不管上帝的旨意如

何，可以成就任何事，那麼就與上帝的全知、權威、命定和主權相抵

觸。如此的結果只會帶來我們的敗壞與毀滅。 

信徒意志的真正自由，在於恩典裏的自由和選擇的能力，能做任

何有屬靈益處的事，並且拒絕一切罪惡。給信徒的自由意志，不是給

他們有選擇善惡的能力，也不是由他們的意志去決定作好事還是惡

事。那是虛構和想像中的所謂「自由意志」。反過來說，給予信徒的

自由意志符合《聖經》的上帝觀，就是上帝是主宰，萬物的第一因。

真正神聖的自由意志，是順服於上帝的特殊恩典之下，順服於聖靈的

工作之下。這自由是我們順服與得救的確據。這自由意志響應聖約中

的應許，就是上帝在我們心中寫下誡命，並賜下聖靈給我們，使我們

有能力走順服的路。 

借著基督耶穌 

在成聖的過程中，聖靈在我們裏面創造一個新的、聖潔的、屬靈

的和有活力的恩典原則。這恩典原則住在我們靈魂所有機能裏面。聖

靈繼續供給我們大能而有效的恩典，這恩典從耶穌基督而來，聖靈對

我們裏面的恩典原則不斷地加以愛護、保守、加多和加強。聖靈借著

這恩典原則，使整個靈魂趨向和有能力行出聖潔順服來，使我們為上

帝而活，並以此屬靈的恩典來反對、抗拒並最終戰勝所有的罪惡敵對

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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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著這樣的屬靈恩典與能力，聖靈預備信徒履行聖潔的本份，並

使信徒對屬靈的順服覺得輕省易為。聖靈為信徒預備的方法，是除去

信徒心中所有的重擔。這些重擔會困擾我們的知性，攔阻我們預備要

順服和成聖的心意。這些攔阻乃是罪惡、世界、靈裏的懶惰以及不信

(來十二 1；路十二 35；彼前一 13；四 1；弗六 14；可十四 38)。 

聖潔原則的動機，是出於在基督裏榮耀上帝的意願。除非已經重

生得救，無人會有這樣的意願。聖潔是來自上帝揀選的目的(弗一 4)。

聖潔有其特別的性質，只有被上帝所揀選的人才可獲得(帖後二 13；羅

八 29，30；彼後一 5-7，10；羅九 11；十一 5，7)。假如我們的信心不

能產生聖潔，那就不是上帝揀選的人的信心(多一 1)。 

基督是我們的聖潔 

耶穌基督為我們買贖聖潔。「上帝...使祂成為我們的聖潔」(林前

一 30)。上帝使基督作我們的祭司，為我們作成聖的工夫。基督獻上他

的寶血為祭，又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孽，因此潔淨了我們(弗五 25-27；多

二 14；約壹一 7；來九 14)。 

基督將聖潔分給我們，使我們的靈魂真正得以成聖。祂將聖潔分

給我們，是由於祂以祭司的身份為我們代禱。基督的禱告乃是我們聖

潔的恩源(約十七 17)。在我們裏面一切神聖的恩惠，都是由於基督的禱

告而來。假如我們真正要成為聖潔，我們的責任是要不斷地與基督那

祈求加增聖潔的禱告發出共鳴。這也是使徒們的禱告，也該是我們的

禱告(路十七 5)。 

基督是我們的聖潔，祂為我們作成聖的工夫；這就是福音的聖

潔。這個聖潔的主要特色是基督作我們的頭，我們的聖潔、屬靈的生

命都源於祂。上帝對任何人的應許，賜予怎樣的恩典，都是通過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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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借著耶穌基督作中保而成全的。 

一切恩惠與聖潔均來自基督，完全沒有一點是我們自己的。所有

福音的聖潔都是直接由聖靈作成的。福音的聖潔是恩約的果子與功

效，其目的是要更新在我們裏面上帝的形像。 

第二十章 聖潔的行為與本分 

 

一切聖潔的行為與本分可以歸為兩類。一類是關乎順服上帝的命

令要我們作該作的，另一類是順服上帝不准我們作的。這兩類都與我

們日常抗拒罪惡有關。 

內在與外在的本分 

第一，內在本分是關乎對上帝的信心、愛心、信靠、盼望、畏

懼、尊敬和喜愛的行動，但並不從外在的本分中顯露出來。這些行為

事實證明在我們裏面我們有屬靈的生命。第二，我們為著上帝和祂的

榮耀要行出外在的本分。這些本分就是在敬拜中禱告與讚頌上帝的聖

名。其次就是我們對別人負責的本分，這也是為上帝的榮耀而行。由

於聖靈放在我們裏面這新的屬靈生命掌管原則，信徒便可順著上帝的

意旨而行。沒有任何一個信徒能憑自己所作的，討上帝的喜悅。所以

每一個聖潔順服的行為，非有聖靈的幫助不可，無論這行為是出於知

性、意志或心靈。儘管信徒從澆灌在他們裏面恩典的新習慣而獲得能

力或才幹，信徒還是需要切實的恩典使之有能力向上帝行出聖潔的本

分來。 

耶穌的新創造工作也是一樣。「我們原是祂的工作」。耶穌在祂

自己裏面造成我們，再次更新我們的本性成為祂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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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工作的必要 

下列幾點說明聖靈的工作是不可缺少和必需的。 

聖經的教導是人自己是無能為力作出任何屬靈的善工來(約十五

5，林前十五 10，林後三 4，5；九 8；十二 9；加二 20)。聖經也教導說

所有恩慈的工作和良善的本分都實在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也引導我們到許多地方，並且加給我們行事的能力。我們的

生活、為人、工作都是由在我們裏面的聖靈所引導。 

我們要「順著聖靈而行」(加五 16)。除非靠著聖靈加給我們的恩

典，我們行不出順服上帝的行為。假如我們順著聖靈而行，我們「就

不放縱肉體的情欲」。這話的唯一意思是我們要靠聖靈的保守得以聖

潔順服，也借著祂賜的能力得以脫離罪惡。 

我們是「被聖靈引導」(加五 18)。這話的意思是我們在聖靈的引導

與影響之下，就不會隨從我們墮落本性所生的邪惡和墮落的律引導與

影響。 

同時我們也受命要行出聖靈「所交托給我們的善道」(提後一 14)。

沒有聖靈的幫助，我們什麼都不能作。 

我們既是被聖靈所引導和得力去作出一切聖潔作為，所以聖靈是

我們裏面一切恩典工作的作者(加五 22，23)，並在我們身上結出聖靈的

果子來。這是聖靈所結的果子，不我們自己所結的果子。下列的經文

也有關乎聖靈恩工的例子：弗五 9；腓一 19；結三六 27；十一 19-20；

耶三二 39-40)。我們意志的每一活動，只要是屬於恩典與聖潔的，都是

聖靈在我們裏面工作的結果。聖靈在我們裏面運行以產生意志的活

動。假如說聖靈只不過是勸服我們，或用祂的恩惠來激發我們的意

志，以自己的能力去行事，這就等於說聖靈沒有作保羅所說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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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如我們能自己立定意志，不用聖靈的工作，聖靈就沒有在我們

裏面作意志的工作，祂只不過是勸服我們要立意而已。 

聖靈工作的功效 

當聖靈在我們裏面動工時，祂也要我們切實地行出我們的本分

來。從這裏我們學到兩件事。第一，我們能夠做出來的一切聖潔行為

與本分，都是由於聖靈有效的工作。否則，在我們裏面一點良善也沒

有，所以作不出什麼聖潔和順服上帝的好事來。但聖經多處言明我們

的善行都是直接由於聖靈在我們裏面工作的結果。真正的聖潔是我們

裏面超自然的工作。我們心意與靈魂裏面一切的聖潔行動，無論是內

在的信心、愛心或喜樂，或者是外在的行為，都直接是聖靈在我們裏

面工作的表現。聖靈在我們裏面直接作成這些行動與本分，完全不同

於靠我們自己努力所行出的道德本分。 

第二十一章 對付罪 

聖靈在我們身上作成聖工作的另一方面是：將罪治死。現在我們

必須學習如何對付與恩典相反的罪的原則和罪的行為。聖經中說到聖

靈隨處使我們聖潔，但也命令和教導我們要不斷地將罪治死。成聖是

賜給我們和我們接受的恩典。治死罪是為某個特定目的出於成聖之恩

的作為。 

治死罪的本分 

「治死」的意思是「摧毀」。我們有責任要「摧毀」我們裏面所

有的罪惡和敗壞的地上的情欲，這些情欲反對和抵擋我們靠著聖靈為

上帝而活(羅八 13)。 但我們與基督同釘十架的主要意義是我們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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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借著祂的死，使我們的罪惡和敗壞的本性在我們裏面得以「釘

死」。 

與治死罪作對 

「治死罪」是我們經常應守的本分和應盡的責任。假如這本分不

在恩典裏成長，那就不是治死罪的本分。 

事實上治死罪是我們經常性的職責，原因是在我們裏面還有一個

罪的掌管原則。聖經稱之為「住在我們裏面的罪」；「在我們裏面的

邪惡」；「肢體中的一個律」；「邪情」；「情欲」，「肉體」。要

治死的就是藏在我們裏面的罪。必須治死罪的根源或罪的掌管原則。

必須治死「舊人」(舊人是與新人相反的，新人照著神的形像所造，有

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治死罪的本分就是站在恩典那邊來對付罪，也就是對聖靈種植在

我們心裏的聖潔掌管原則加以愛護和加強；也就是讓恩典對我們所有

的本分，包括內在和外在的，自由地運作。治死罪的秘訣就在於正確

地使用適當的恩典來對付某種特別的罪。 

我們抗拒罪的本分是要用加強的恩典來削弱罪，這就叫做「治

死」或將罪治死。叫做「治死」是因為：第一，這是將藏在我們裏面

的罪實在治死。第二，這是一個很激烈的本分。其他一切本分可能比

較容易，能以溫和的態度來執行，但履行這個本分時我們得要摔角、

打鬥和擊殺。第三，稱為「治死」，是因為這本分的全部目的乃是對

藏在我們裏面的罪作最終和徹底的消滅。 

如何治死罪 

在每天履行每個本分時，我們都要下決心廢除和摧毀罪的掌管原

則。我們要定意不再作罪的奴僕(羅六 6)。要將「作罪的奴僕」看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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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理性動物能作的最壞的一種服役。要知道將罪治死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罪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可怕敵人。任何活物都會盡其所能來保護自

己的生命。罪也會如此，會盡其所能以求生。假如我們不殷勤地追擊

和用神聖的暴力來對付罪，它會從我們的搜捕中死裏逃生。 

聖靈的作為 

雖然治罪是我們的本分，但我們要借著恩典與聖靈的能力才得以

成就。 

正如保羅所斷言，治罪的本分是聖靈的工作(羅八 13)。我們必要治

死身體的惡行。我們能夠如此行，唯有靠著聖靈。我們不能靠自己的

能力才幹去作。保羅在這方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導(羅八 2-13)。在羅馬書

七章，保羅說明住在我們裏頭罪的本質、特性和權力，這罪還會存留

在信徒裏面(羅七 7-25)。 

將罪治死的基礎是在於住在我們裏頭的聖靈(羅八 11)。因此，當保

羅說到那賜生命的靈與我們「必死的身」，他的意思是指我們的肉身

身體，這身體因罪的緣故是必死的；而使我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是

借著生命與公義的原則，使身體從罪的原則管制之下得以釋放出來。

聖靈在我們身上的成聖工作，就像上帝在我們身上運行使基督從死裏

復活的工作一樣，這在我們裏面運行的工作，乃是由於基督的復活(弗

一 19，20)。 

治死罪的道路 

上帝使祂的靈住我們心裏(羅八 11)。由於這是恩典的工作，所以也

是由聖靈在我們裏面作工。這是我們的本分，我們要靠著聖靈治死身

體的惡行(羅八 13)。人若沒有基督的靈住在他裏面，他根本不能治死任

何罪，他還是順從肉體活著，假如他一直如此，其結局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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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這治死罪的本分，有兩項我們必須記牢。一是聖靈治死我們

的敗壞。二是聖靈使我們在聖潔順服的生命中活過來。聖靈住在我們

裏面是為祂預備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因此，維護祂居住的地方純全

聖潔乃是我們該守的本分。忽略這樣的本分就是玷污聖靈的殿。 

我們的本分乃是順著這原則，在聖靈引導下行事，借著喜愛和鼓

勵這在我們裏面的聖潔原則來將罪治死。我們必須記住，是聖靈指導

和幫助我們履行一切上帝吩咐要將罪治死的本分。 

禱告 

對付罪和罪的權勢，我們需要兩種禱告。 

第一種是吐露苦情的禱告。第二種禱告是請願的禱告。這是向上

帝禱告要求賜予恩典來對抗和勝過罪。這種禱告是我們要求聖靈來幫

助我們。 

禱告能激動一切恩典，使之結出聖潔的果子來，因此也使罪的力

量軟弱下來。信徒的靈魂在禱告的時候，在靈裏能作更大的決心。靈

魂對聖潔的愛慕和樂趣也是在禱告中增加。信徒在禱告中能達到更高

聖潔的成長。活在聖潔中最好的方法就是活在禱告中。 

基督的死 

聖靈在我們身上作治死罪的工作是將基督的死在我們的靈魂中發

生作用。在誰的身上如果基督的死不是罪的死亡，這人就死在罪中。 

基督的死亡對治死罪有特別的作用。假如不是由於基督的死，我

們永遠不能將罪治死。 

基督的死就是罪的死亡。我們的舊人已經和基督同釘十字架，這

意思是因著基督的死而將罪治死。 

因著基督的死而活出德行以滅絕罪。基督的死原不是設計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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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無活力、消極被動的死的榜樣，而是一大有能力的方法以改變

我們成為基督的形像。基督的死是上帝為此目的而立的神聖法令。上

帝使基督的死有能力達到所定的目的(腓三 10)。基督的死可以應用在我

們身上，我們借著信心在我們身上應用基督的死。我們必須靠信心來

觸摸基督(參太九 20-22)。 

為了治死住在我們裏面的罪，我們必須以信心仰望基督和祂在十

字架上的死。基督的死應用在我們身上，就是以愛在我們身上應用基

督的死。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我們所愛的偉大物件。對悔

改的罪人，基督是完全可愛的。透過基督的死，彰顯了祂的愛、恩典

以及降低自己，與我們同等的卑微，彰顯了至高的榮耀。 

對基督真愛的果效 

真誠地愛基督，第一個果效是緊靠基督。 

第二個果效是我們效法基督。愛渴望變成所愛的一樣。  

聖靈從三方面進行這在我們裏頭將罪治死的工作： 

第一，顯示給信徒看罪的真面目，明白罪的工價是死。第二，顯

示給信徒看聖潔的華美、至寶、有用和必要。第三，顯示給信徒看聖

父、聖子、聖靈和福音都關心我們，要我們從罪中被救贖，成為聖

潔，正如上帝自己是聖潔一樣。 

第二十二章 聖潔的必要 

上帝對我們啟示祂自己是一位聖潔的上帝。我們的一切好處來自

對祂的完全依靠，我們有義務要過一種榮耀祂的生活和永遠享受祂的

同在，若要如此，我們必須聖潔，過一個聖潔的生活(利十一 44；十九

2；二十 7；彼前一 15，16)。此外，上帝與祂的子民所立的約也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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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聖潔(利十一 45)。上帝的本質是聖潔的，祂恨惡邪惡(詩五 4-6；哈

一 13)。 

基督向我們彰顯了上帝的聖潔，同時也彰顯了上帝要求在我

們裏面的聖潔，就是祂所要接納的聖潔。 

沒有基督，上帝的聖潔只會使我們覺得在祂面前不得存活(賽三

三 14；來十二 28，29)。上帝要求我們的絕對聖潔，基督已經替我們成

就了。上帝現在要求我們的聖潔是要我們與基督耶穌連合來榮耀祂。 

聖潔的理由 

第一，因為聖潔是效法上帝，是我們的特權、榮耀和尊榮。除非

上帝的形像在我們裏面得以恢復，我們不能與上帝有在創造我們時所

立的關係。唯有借著聖潔才能回復這樣的關係(弗四 22-24)。 

第二，因為我們被召與上帝相交，所以我們必須盡我們一切的順

服本分。假如在我們的宗教行為中不是真正與上帝相交，我們只是虛

有其表，是上帝不喜悅的(詩五十 16，17；賽一 15，16；約壹一 3，5-

7)。 

第三，我們要聖潔因為上帝是聖潔的，在於我們將來永恆的福樂

是基於此(來十二 14；太五 8；西一 12；約壹三 2，3)。任何污穢都不

能到上帝的面前來。 

道德重建不是真聖潔 

根據所有真正敬畏上帝的人的經驗，我們知道沒有一位這樣的人

不是清楚明白聖經中有關聖潔的根源、本質、工作和果效的。  

幫助的動機 

假如我們對於上帝的敬畏得以完全聖潔，我們須知這是被造的本

性能夠達到的最美善境界。聖潔置我們高於世上一切受造物之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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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的崇高尊貴只有在聖潔中才彰顯出來，因為聖潔就是上帝的形像

與代表。 

如要在敬畏上帝中達到完全聖潔，我們必須知道，只有在祂的樣

式中成長，並追求在祂的形像中日日更新，這才使我們能在榮耀中享

受祂的榮耀。 

我們要盡一切努力成為聖潔 

若要維持我們的本性和為人的特權與為首的地位，若要一天比一

天更為接近榮耀和永恆福分，若要成為世上真正有用的人，我們必須

盡一切努力不斷成長，以求越來越像上帝，那就是真正的聖潔。 

信心是我們聖潔的一部分，是聖靈賜給我們的一種恩惠。信心也

是潔淨我們的心的掌管原則。信心借著愛而作工，並產生果效。 

信心越大，我們變得越為聖潔，結果更像上帝。愛也有同樣的能

力使我們聖潔。 

第二十三章 揀選是聖潔的動機 

在上帝永恆不變的旨意中，所有特別歸屬祂的人，就是按照祂的

計畫使他們享受永遠與祂同在福樂的人，這些人都首先要成為聖潔。 

 聖潔是獲得救恩與榮耀所絕對不可缺少的條件。 

聖潔的必要 

在上帝永不改變的定命中，活著的人缺乏恩典與聖潔是不能進入

永恆的榮耀和福樂的。那些上帝預定得救的也預定要成為聖潔。最小

的嬰孩離開世界也不能進入永恆的安息除非得以成聖，成為習慣性的

和徹底的聖潔。 

聖潔是被揀選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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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證明我們是被揀選獲得永生與榮耀的乃是聖潔在我們全身

作工。我們的生命以及我們的安慰都有賴於聖潔(提後二 19)。 

揀選如何激勵信徒成聖 

上帝的主權和永受尊崇的恩惠與慈愛在揀選中成為信徒成聖的強

力動機。我們唯一能對上帝表達我們的感恩就是以聖潔的生命來討祂

的喜悅。  

第二十四章 上帝命令我們成聖 

首先，聖潔是我們裏面上帝形像的更新。第二，聖潔是全心全意

地順服上帝一切的意旨(帖前四 1-3；弗四 22-24；多二 11，12；利十九

2；太廿二 37-39)。 

真正的聖潔是遵從上帝所吩咐的，不是遵從人的感覺(賽廿九 13，

14)。當我們遵行上帝吩咐我們要作的，並且因為是祂的吩咐我們就

作，我們才是上帝真正的僕人和基督的門徒。 

上帝的命令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工作之約，「照祂的話

行，就可以存活」。另一方面上帝的命令與恩典之約是不可分離的。

我們之順服上帝是因為我們要感激祂賜給我們的恩惠與憐憫。 

工作之約與上帝的命令 

上帝要求我們在思想上、感覺上和行事上都要完全聖潔。這完全

順服的目的是在上帝面前表示我們的義(羅十 5)。 

恩典之約與上帝的命令 

上帝要求我們有一個完全聖潔順服的生命，但這要求是調和著恩

惠與憐憫的。假如我們歸回基督，全心全意真誠地要討上帝的喜悅，

我們就有一個新心和新本性，上帝也因著基督的緣故而赦免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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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以上帝僅僅因基督的緣故而接納我們所作的，雖然我們所作的

與完全遵守律法還差得很遠。 

為什麼上帝的命令使聖潔成為必要的 

上帝的命令使聖潔成為必要的原因，是因為祂的命令帶著祂的權

柄。權柄帶來義不容辭的順服(瑪一 6)。 

命令我們要聖潔的就是我們這位掌權的律法設立者。世人會因為

我們的聖潔而恨惡、藐視、拒絕和迫害我們。但我們應常常記住，只

有上帝能懲罰殺人或因祂的憐憫保守而救人存活(但三 16-18)。 

順服至上 

上帝要求我們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順服(創十七 1)。我們要行在義

中，真誠或完全地順服，並常常記住是全能的上帝要求我們聖潔的。

祂大有權柄和能力，我們活在祂眼前無所遁形。 

上帝命令我們要聖潔，是上帝無限的智慧與良善的果子。因此，

假如我們愛惜自己，關懷我們不滅的靈魂，我們所能作最好的事，就

是順服和盡力做到聖潔。 

要使聖潔和順服的命令感到輕快，需要有兩種恩典力量。我們需

要一種力量在我們裏面常常使我們有要聖潔的意願。 

第二十五章 聖潔與基督的工作 

上帝差派祂的兒子來到世上,其中一個原因是要將墮落的人帶回聖潔

的狀態。耶穌基督來是要消滅魔鬼的作為(約壹三 8；提前三 16)。因此

基督受膏為祭司、先知與君王。 

祭司 

基督從兩方面執行祂作祭司的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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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將祂自己為我們的罪犧牲獻祭，第二為祂的子民代禱。 

基督執行祭司的職分首先是對上帝將自己獻上，為祂子民的罪孽

作了贖罪祭，因此滿足了上帝的公義，致使罪人能與上帝和好。假如

基督沒有替我們贖罪，上帝的公義沒有被滿足，我們不可能得救與成

聖。 

第二，基督執行祭司的職分是對祂的子民。基督帶給祂的子民因

信稱義和罪得赦免，也借著祂的靈潔淨祂的子民，使他們成為聖潔(多

二 14；弗五 2；來一 3；九 14；啟一 5)。 

基督祭司的職分也包括為祂的子民代禱(約壹二 1，2；約十七 15，

17)。祂為我們 -- 祂的子民代禱，求使他們的罪借著祂自己的獻祭得以

赦免，因此基督是我們與上帝之間的中保，當我們突然落在罪中時安

慰我們。基督也為祂的子民代禱，求使他們常常滿有恩惠和聖靈同

在，使他們能夠成聖和保持聖潔。 

先知 

基督來到世上教導祂的子民，引領他們在真理中。 

基督教導天父的全面真理，對天父的名稱、慈愛、良善和真理完

全顯明出來，並且對天父的意旨和命令的全部真理也顯明出來(約一

18；三 2；十七 6)。 

第一，在以色列家我們看見耶穌的先知工作。祂來宣告、說明和

證實上帝給以色列的神聖命令，以領導他們過一個聖潔順服的生活。 

基督教導律法內在和屬靈的本質。祂宣告律法的真正意義(太五

21，22，27，28)。登山寶訓就是基督先知工作的開始。 

第二，基督的先知職分是對歷史所有時代的整個教會而言，這包

括了使徒們的事工。基督的先知工作包括教導聖潔的本分，雖然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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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記在律法上，但除了基督的教導外，人不曉得其特性就是聖潔的本

分。祂教導我們借著祂對上帝生髮信心。祂教導信徒之間的相愛，因

為他們是基督徒。祂教導我們要背起十字架舍己，以善報惡，以及愛

你的仇敵。祂也教導所有敬拜的聖禮，藉此我們得以順服和聖潔(多二

11，12)。 

基督在祂的順服教義中教導三樣事。 

第一樣是順服必須由心而生。第二樣基督所教導的，是順服必須

是對上帝全部意旨的順服。第三樣基督所教導的，是我們沒有任何藉

口可以不順服。 

第二十六章 在一個不聖潔的世界中保持聖潔 

我們從兩方面來勝過住在裏面的罪和罪的叛逆暴亂。第一是

在某特別情況之下，我們有足夠的保證能勝過某些特別的情欲與罪

惡，只要我們堅持和殷勤地運用從恩典之約中所獲得的方法和幫助。

第二，爭戰的結果，罪不會將我們裏面的上帝的形像完全破壞，也不

會將我們的靈魂全然和最終毀滅，雖然這是罪要命的野心。 

我們聖潔的主要部分是榮耀與尊崇，就是主耶穌基督對祂在世上

的門徒所期望的。聖潔是我們在世上尊崇和榮耀基督的主要方法。聖

潔也是向世人宣告基督真正的形像如何的主要方法(林前六 19，20；林

後五 15；羅十四 7-9；多二 14)。 

我們必須承認基督的生平是我們的榜樣。我們也要為基督舍生的

大能和效力作見證。第一，基督的死潔淨我們一切罪惡過犯。第二，

將我們良心的死行清除，使我們事奉永生上帝。若沒有按照福音所言

的聖潔，我們一點都沒有榮耀耶穌基督。榮耀祂是祂對我們必要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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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假如我們愛基督，我們必定要聖潔。假如我們要表示對基督的感

激，我們必定要聖潔。假如我們不想在末日面對祂的冠冕、榮耀和尊

貴時被發覺為叛徒，我們必須聖潔。 

假如我們有從基督而來的恩典，或尋求最終被祂接受，讓我們在

一切行事為人上努力追求聖潔，仰慕祂的教導，顯出祂的德行，讚美

祂，效法祂的樣式。祂是首生的，是看不見的上帝的形像。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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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A  《洛桑信約》第 12章 

THE LAUSANNE COVENANT, Chapter 12  

屬靈爭戰 SPIRITUAL CONFLICT 

 
(Adopted at the first Lausanne Congress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Lausanne, Switerland, 1974.  Drafted by John R. W. Stott.)   

（《洛桑信約》，於 1974年第一次洛桑世界宣教大會上通過， 

由斯托德 John R. W. Stott起草。是當時福音派的信仰共識。） 

 
 

我們相信我們不斷與邪惡的勢力與掌權者打屬靈的爭戰；牠們的目的是要推

翻教會，干擾普世宣較的事工。我們深知必需穿上上帝全副的軍裝，以真理與禱告

為武器打這場屬靈的仗。我們察驗仇敵的詭計，不只藉教會以外的虛無意識形態，

更藉著教會裏的虛偽福音，歪曲聖經，以人取代上帝的地位。我們務必儆醒，亦需

分辨真假，維護聖經的福音。我們承認自己也不免疫，在思想和行為上會效法世

界，就是說，往往向世俗降服。例如﹕雖然對教會增長的仔細研究 –不論屬靈的長

進或數據的增長 – 是正確和有價值的，可是我們卻常忽略他們。其他時候，為了願

意看見人們回應福音，我們妥協了我們的福音信息，以施壓技巧操縱我們的聽眾；

我們也對數據過分強調，甚至在數據的應用上歪曲事實。這些都是世俗的。教會必

需在世界裏，可是世界卻不可在教會裏。 

 
We believe that we are engaged in constant spiritual warfare with 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of evil, who are seeking to overthrow the Church and frustrate its task of world 
evangelization. We know our need to equip ourselves with God’s armor and to fight this 
battle with the spiritual weapons of truth and prayer. For we detect the activity of our enemy, 
not only in false ideologies outside the Church, but also inside it in false gospels which twist 
Scripture and put people in the place of God. We need both watchfulness and disc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biblical gospel. We acknowledge that we ourselves are not immune to 
worldliness of thoughts and action, that is, to a surrender to secularism. For example, 
although careful studies of church growth, both numerical and spiritual, are right and 
valuable, we have sometimes neglected them. At other times, desirous to ensure a response 
to the gospel, we have compromised our message, manipulated our hearers through pressure 
techniques, and become unduly preoccupied with statistics or even dishonest in our use of 
them. All this is worldly. The Church must be in the world; the world must not be in the 
Church.  
 

弗 Eph.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兩爭戰原都作摔跤) 

 

林後 II Cor. 4:3,4 

3 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 就是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 

4 此等不信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他們. 基督本 

   是上帝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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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Eph. 6:11,13-18 

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13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 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站立得住. 

14 所以要站穩了,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 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15 又用平安的福音, 當作豫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藤牌, 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上帝的道. 

18 靠著聖靈,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 並要在此儆醒不倦, 為眾聖徒祈求, 

 

林後 II Cor. 10:3-5 

3 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 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4 我們爭戰的兵器, 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 可攻破堅固的營壘, 

5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將所有的心 

   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約壹 I John 2:18-26 

18 小子們哪, 如今是末時了. 你們曾聽見說, 那敵基督的要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 

     出來了.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他們 

     出去, 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 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 (或作都有知識) 

21 我寫信給你們, 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們知道, 並且知道沒有虛謊是從 

     真理出來的. 

22 誰是說謊話的呢. 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麼. 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23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 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24 論到你們, 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 若將從起初所聽見存在心裡, 你 

     們就必住在子裡面, 也必住在父裡面. 

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約壹 I John 4:1-3 

1親愛的弟兄阿, 一切的靈, 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的不是. 因為 

   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已經出來了. 

2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就是出於上帝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上帝的靈來. 

3 凡靈不認耶穌, 就不是出於上帝. 這是敵基督者的靈. 你們從前聽見牠要來現在已 

   經在世上了. 

 

加 Gal. 1:6-9 

6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 去從別的福音. 

7 那並不是福音, 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8 但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 若傳福音給你們, 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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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被咒詛. 

9 我們已經說了, 現在又說, 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 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 他就應當被

咒詛. 

 

林後 II Cor. 2:17 

我們不像那許多人, 為利混亂上帝的道. 乃是由於誠實, 由於上帝在上帝面前憑著基

督講道. 

 

林後 II Cor. 4:2 

乃將那些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 不行詭詐, 不謬稱上帝的道理, 只將真理表明出來, 好

在上帝面前把自己薦與各人的良心. 

 

約 John 17: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或作脫離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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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B    THE EXPERIENCE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CHURCH TODAY:   

A Pastoral Letter to the Churches and Members of the PCA  
Adopted by  

The Second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1974 

  

聖靈的經歷與當代教會﹕ 

美國改革宗長老會 (PCA) 教牧公函 

第二次總會 (1974) 通過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National Presbyterian Church (translator’s note: name 

subsequently changed to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being fully aware of the 
widespread notice being give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today, offers 
the following pastoral letter addressed to its churches:  

The General Assembly rejoices in all evidences of new life in Christ’s body.  It prays 
earnestly that the spirit which Christ has poured out on His church may continue to affect 
radically the lives of men throughout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General Assembly would express concern over a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experience-centered criteria as they are applied to the life of God’s people.  The 
General Assembly would encourage the church as a whole to take most seriously its 
commitment to the Scriptures as 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Book of Church 
Order, 22-5), particularly as Scripture relates to current questions within the church.   

In seeking to provide guidelines from Scripture to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hurch’s 
experience of the Holy Spirit, the General Assembly would offer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美國改革宗長老會 (National Presbyterian Church,   後更名為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的總會﹐鑒於當代教會對於聖靈問題廣泛關注﹐茲向本總會 

屬下之眾堂會特發此教牧公函﹕ 

本會為基督身體中各種新生之蹟象而感恩。我們懇切禱告﹐求基督澆灌給祂

教會的聖靈﹐不斷徹底地在世界各處改變人的生命。  

與此同時﹐本會表達我們的關切﹐因有信徒強調用某些以經歷為本的準則﹐

來衡量神的子民的生命。本會鼓勵眾教會認真持守我們的信念﹕以《聖經》為我們

「信仰與生活的唯一無謬誤準則」(“the only infallible rule of faith and practice,” PCA

治會章程 Book of Church Order, 22-5) ﹔尤應以《聖經》衡量當今教會面對之 

問題。 

關於當今教會對聖靈的經歷﹐本總會作出下列考慮﹐以供眾教會為《聖 

經》原則參考﹕ 

 

I.  Concerning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論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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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was promised by Joel and other prophets in the Old 
Testament (1) as well as by John the Baptist and our Lord in the New Testament((2).  It 
found its fulfillment at Pentecost(3).  While public and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occurred on occasion in the Apostolic Age(4), Scripture teaches 
that the normal experience of the4 Spirit’s baptism coincides with regeneration (5).  It is 
therefore not to be viewed as a second blessing or a special work of grace enjoyed by some 
but not by all Christians(6).  The initial reception of Christ by faith is not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total impartation of the Person of the Holy Spirit(7).   
  

舊約《聖經》裡約珥和其他先知們(1)﹐和新約《聖經》裡施洗約翰與主耶

穌基督(2)﹐都應許聖靈要施洗。此應許在五旬節應驗了(3)。在使徒時代﹐有時某

些外在﹐公開的事蹟陪伴著聖靈的洗(4)﹔可是《聖經》教導我們﹐聖靈洗的經

歷﹐一般是與重生同時發生(5)。聖靈的洗﹐不當視為只有某些信徒才有﹐其他信

徒得不到的經歷。聖靈的洗不是所謂「第二次得福」﹐或神一種特別的恩典(6)。

首次藉信心接受基督﹐與聖靈完全的賜予﹐兩者是屬同一件事﹐不可分開(7) 。 

  

(1)  Joel 《約珥書》 2:28, 29 
28 “And afterward,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on all peopl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will 
prophesy,  your old men will dream dreams,  your young men will see visions.  
29 Even on my servants, both men and women,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in those days.”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 

異夢，少年人要見異像。  

2: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See also 參: Isaiah 《以賽亞書》 32:15  
15 till the Spirit is poured upon us from on high, and the desert becomes a fertile field,  
and the fertile field seems like a forest. 
32:15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Isaiah 《以賽亞書》 59:21  
21 “As for me, this is my covenant with them,” says the Lord.  “My Spirit, who is on you, and 
my words that I have put in your mouth will not depart from your mouth, or from the 
mouths of your children, or from the mouths of their descendants from this time on and 
forever, ” says the Lord . 
59:21  耶和華說：「至於我與他們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加給你的靈，傳給你的話，必 

不離你的口，也不離你後裔與你後裔之後裔的口，從今直到永遠！這是耶和華說

的。」 

  

Ezekiel 《以西結書》 36:26,27 
26 I will give you a new heart and put a new spirit in you; I will remove from you your heart 
of stone and give you a heart of flesh. 27 And I will put my Spirit in you and move you to 
follow my decrees and be careful to keep my laws.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你們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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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7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Ezekiel 《以西結書》 37:14 
14 “I will put my Spirit in you and you will live, and I will settle you in your own land.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I the LORD have spoken, and I have done it, ” declares the LORD. 
37:1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 

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2)  John 《約翰福音》 7:37-39 
37On the last and greatest day of the Feast, Jesus stood and said in a loud voice, “If anyone is 
thirsty,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38Whoever believes in me, as the Scripture has said,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will flow from within him. ” 39By this he meant the Spirit, whom 
those who believed in him were later to receive. Up to that time the Spirit had not been 
given, since Jesus had not yet been glorified. 
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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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穌尚未 

得著榮耀。 

  

See also 參﹕Matthew 《馬太福音》 3﹕11 
11“I baptize you with water for repentance. But after me will come one who is more powerful 
than I, whose sandals I am not fit to carry. He will baptize you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ith 
fire. ”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 

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Luke 路加福音 24:29 
29But they urged him strongly, “Stay with us, for it is nearly evening; the day is almost over. ” 
So he went in to stay with them. 
24:29  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 

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  

  

Acts 《使徒行傳》 1:4-8 
4On one occasion, while he was eating with them, he gave them this command: “Do not 
leave Jerusalem, but wait for the gift my Father promised, which you have heard me speak 
about. 5For John baptized with water, but in a few days you will be baptized with the Holy 
Spirit. ” 
6So when they met together, they asked him, “Lord, are you at this time going to restore the 
kingdom to Israel? ” 
7He said to them: “It is not for you to know the times or dates the Father has set by his own 
authority. 8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  
1:4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1: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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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1: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John 《約翰福音》 14:16, 17  
16 “And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Counselor to be with you forever-- 
17the Spirit of truth. The world cannot accept him, because it neither sees him nor knows 
him. But you know him, for he lives with you and will be in you.”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14: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 

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John《約翰福音》14:26  
26  “But the Counselor, the Holy Spirit, whom the Father will send in my name, will teach you 
all things and will remind you of everything I have sai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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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要 

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John 《約翰福音》15:26  
26  “When the Counselor comes, whom I will send to you from the Father, the Spirit of truth 
who goes out from the Father, he will testify about me. ”  
15: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 

證。  

   

John 《約翰福音》 16:7-16   
7 “But I tell you the truth: It is for your good that I am going away. Unless I go away, the 
Counselor will not come to you; but if I go, I will send him to you. 8When he comes, he will 
convict the world of guilt in regard to sin and righteousness and judgment: 9in regard to sin, 
because men do not believe in me; 10in regard to righteousness, because I am going to the 
Father, where you can see me no longer; 11and in regard to judgment, because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now stands condemned.  
12 “I have much more to say to you, more than you can now bear. 13But when he, the Spirit of 
truth, comes, he will guide you into all truth. He will not speak on his own; he will speak 
only what he hears, and he will tell you what is yet to come. 14He will bring glory to me by 
taking from what is mine and making it known to you. 15All that belongs to the Father is 
mine. That is why I said the Spirit will take from what is mine and make it known to you.  
16 “In a little while you will see me no more, and then after a little while you will se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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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  

16:8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16:9  為罪，是因他們不信我；  

16:10  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再見我；  

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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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  

16: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註：原文作「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  

16: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16: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16:16  等不多時，你們就不得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見我。”「 

  

(3) Acts 《使徒行傳》 2:16-21 
16No, this is what was spoken by the prophet Joel:  
    17 “‘In the last days, God says,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on all peopl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will prophesy,  
       your young men will see visions,  
       your old men will dream dreams.  
    18Even on my servants, both men and women,  
       I will pour out my Spirit in those days,  
       and they will prophesy.  
    19I will show wonders in the heaven above  
       and signs on the earth below,  
       blood and fire and billows of smoke.  
    20The sun will be turned to darkness  
       and the moon to blood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and glorious day of the Lord.  
    21And everyone who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 

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2: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4) Acts 《使徒行傳》 2:1-4  
1When the day of Pentecost came, they were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2Suddenly a sound like 
the blowing of a violent wind came from heaven and filled the whole house where they were 
sitting. 3They saw what seemed to be tongues of fire that separated and came to rest on each 
of them. 4All of them wer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began to speak in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enabled them 
2: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2:3 
2:4   

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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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使徒行傳》 8:14-17 
14When the apostles in Jerusalem heard that Samaria had accepted the word of God, they 
sent Peter and John to them. 15When they arrived, they prayed for them that they might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16because the Holy Spirit had not yet come upon any of them; they 
had simply been baptized into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17Then Peter and John placed 
their hands on them, and they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8:14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馬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裡

去。  

8:15  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8:16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8:17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Acts《使徒行傳》10:44-48 
44While Peter was still speaking these words, the Holy Spirit came on all who heard the 
message. 45The circumcised believers who had come with Peter were astonished that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had been poured out even on the Gentiles. 46For they heard them speaking 
in tongues and praising God.  
47Then Peter said, “Can anyone keep these people from being baptized with water? They 
have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just as we have.” 48So he ordered that they be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Then they asked Peter to stay with them for a few days. 
10:44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10:45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10:46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10:47  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

呢？」 

10:48  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又請彼得住了幾天。  

  

Acts 《使徒行傳》19:6,7  
6When Paul placed his hands on them, the Holy Spirit came on them, and they spoke in 
tongues and prophesied. 7There were about twelve men in all. 
19:6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  

19:7  一共約有十二個人。 

  

(5) Titus 《提多書》 3:5 
5he saved us, not because of righteous things we had done, but because of his mercy. He 
saved us through the washing of rebirth and 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 

聖靈的更新。 

  

See also 參: Acts 《使徒行傳》 2:38  
38Peter replied, “Repent and be baptized, every one of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for 
the forgiveness of your sins. And you wi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2: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 

賜的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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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s 《羅馬書》 5:5  
5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because God has poured out his love into our hearts by 
the Holy Spirit, whom he has given us. 
5: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Romans 《羅馬書》8:9  
9You, however, are controlled not by the sinful nature but by the Spirit, if the Spirit of God 
lives in you. And if anyone does not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he does not belong to Christ. 
8: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chapters 12-13章  

 

(6)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3  
3Therefore I tell you that no one who is speaking by the Spirit of God says, “Jesus be 
cursed,” and no one can say, “Jesus is Lord,” except by the Holy Spirit. 
12:3  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不是被聖靈感動

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See also 參: Romans 《羅馬書》 8:9-10  
9You, however, are controlled not by the sinful nature but by the Spirit, if the Spirit of God 
lives in you. And if anyone does not have the Spirit of Christ, he does not belong to Christ. 
10But if Christ is in you, your body is dead because of sin, yet your spirit is alive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8: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8:10  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I John 《約翰壹書》 4:2 
2This is how you can recognize the Spirit of God: Every spirit that acknowledges that Jesus 
Christ has come in the flesh is from God, 
4:2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  

  

(7) John 《約翰福音》 3:34 
34For the one whom God has sent speaks the words of God, for God gives the Spirit 
without limit. 
3:3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See also 參:  Titus《提多書》 3: 5,6  
5he saved us, not because of righteous things we had done, but because of his mercy. He 
saved us through the washing of rebirth and 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6whom he poured 
out on us generously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5he saved us, not because of righteous 
things we had done, but because of his mercy. He saved us through the washing of rebi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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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6whom he poured out on us generously 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 

聖靈的更新。  

3:6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II.         Concerning Life in the Spirit 論聖靈裡（隨從聖靈）之生命 

Life in the Spirit begins with regeneration(8).  The first manifestation of this life is 
the believer’s calling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for salvation(9).  Assurance of salvation is not 
based on any experience, but on the Word of God that promises eternal life to all who 
believe(10).  This assurance is to be cultivated by the continual use of the means of grace(11).   
  

在聖靈裡的生命﹐乃是從重生開始(8)。這新生命的第一個外在表示﹐就是

信徒呼求主的名﹐以致得救(9)。得救的確據﹐不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乃是建

在神的話上﹔神的話應許所有信的人必得永生(10)。人透過善用恩具 (譯者注﹕即 

神的話﹐聖禮與禱告) 可培養此確據(11)。 

  

(8) Colossians 《歌羅西書》 2:13 
13When you were dead in your sins and in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sinful nature, God 
made you alive with Christ. He forgave us all our sins.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 

基督一同活過來。 

  

See also 參: John 《約翰福音》 3:3-8  
3In reply Jesus declared, “I tell you the truth, no one can see the kingdom of God unless he 
is born again.”  
4”How can a man be born when he is old?” Nicodemus asked. “Surely he cannot enter a 
second time into his mother's womb to be born!”  
5Jesus answered, “I tell you the truth, no one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unless he is 
born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6Flesh gives birth to flesh, but the Spirit gives birth to spirit. 
7You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at my saying, ‘You must be born again. ’ 8The wind blows 
wherever it pleases. You hear its sound, but you cannot tell where it comes from or where it 
is going. So it is with everyone born of the Spirit.” 
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3:4  尼哥德慕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3:5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國。  

3:6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3:7  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希奇。  

3:8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 

也是如此。」 

  

Ephesians 《以弗所書》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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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s for you, you were dead in your transgressions and sins, 2in which you used to live when 
you followed the ways of this world and of the ruler of the kingdom of the air, the spirit who 
is now at work in those who are disobedient. 3All of us also lived among them at one time, 
gratifying the cravings of our sinful nature and following its desires and thoughts. Like the 
rest, we were by nature objects of wrath. 4But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for us, God, who is 
rich in mercy, 5made us alive with Christ even when we were dead in transgressions--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2: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 

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2: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 

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2:4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9) Romans 《羅馬書》 10: 13-14 
13for, “Everyone who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 
14How, then, can they call on the one they have not believed in? And how can they believe in 
the one of whom they have not heard? And how can they hear without someone preaching 
to them?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0: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  

  

See also 參: Genesis 《創世記》 4:26 
26 Seth also had a son, and he named him Enosh.   
At that time men began to call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 
4:26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  

  

Joel 《約珥書》 2:32  
32 And everyone who calls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will be saved; for on Mount Zion 
and in Jerusalem there will be deliverance, as the Lord has said,  among the survivors whom 
the Lord calls. 
2:32  到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因為照耶和華所說的，在錫安山，耶路 

撒冷必有 

逃脫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華所召的。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3.  (refer to 見上 (6))   

 

(10) II Peter 《彼得後書》 1:17-19 
17For he received honor and glory from God the Father when the voice came to him from 
the Majestic Glory, saying, “This is my Son, whom I love; with him I am well pleased. ” [1] 
18We ourselves heard this voice that came from heaven when we were with him on the 
sacred mountain.  19And we have the word of the prophets made more certain, and you will 

http://bible.gospelcom.net/cgi-bin/#footnote_134516985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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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ell to pay attention to it, as to a light shining in a dark place, until the day dawns and the 
morning star rises in your hearts. 
1:17  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 

子，我所喜悅的。」 

1:18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  

1: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 

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See also 參: Psalms 《詩篇》 19:7 
7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reviving the soul.  The statutes of the Lord are trustworthy,  
making wise the simple. 
19:7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John 《約翰福音》 17:7, 8, 14, 17 
7Now they know that everything you have given me comes from you. 8For I gave them the 
words you gave me and they accepted them. They knew with certainty that I came from you, 
and they believed that you sent me.  
17:7  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裡來的；  

17:8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道，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 

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  
  

14I have given them your word and the world has hated them, for they are not of the world 
any more than I am of the world.  
17:14  我已將你的道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為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

樣。 

  
17Sanctify them by the truth; your word is truth. 
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John 《約翰福音》 20:31  
17Jesus said, “Do not hold on to me, for I have not yet returned to the Father. Go instead to 
my brothers and tell them, ‘I am returning to my Father and your Father, to my God and 

your God。’”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 

因他的名得生命。  

  

Ephesians 《以弗所書》 2: 8, 9 
8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and th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9not by works, so that no one can boast. 
2: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  

2: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Hebrews 《希伯來書》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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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nd without faith it i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because anyone who comes to him must 
believe that he exists and that he rewards those who earnestly seek him.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 

那尋求他的人。  

  

I John 《約翰壹書》 5:13, 18-20 
13I write these things to you who believe in the name of the Son of God so that you may 
know that you have eternal life.  
 
18We know that anyone born of God does not continue to sin; the one who was born of 
God keeps him safe, and the evil one cannot harm him. 19We know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and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evil one. 20We know also that the 
Son of God has come and has given us understanding, so that we may know him who is true. 
And we are in him who is true--even in his Son Jesus Christ. He is the true God and eternal 
life. 
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 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生。 

  
5:18  我們知道凡從神生的，必不犯罪，從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惡者也就無法害他。  

5:19  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5:20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我 

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  

  

(11)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2:12,13 
12Therefore, my dear friends, as you have always obeyed--not only in my presence, but now 
much more in my absence--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13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good purpose. 
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 

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2: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See also 參: Acts 《使徒行傳》 2:41, 42  
41Those who accepted his message were baptized, and about three thousand were added to 
their number that day.   42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the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II Peter 《彼得後書》 1: 3-11  
3His divine power has given us everything we need for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our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his own glory and goodness. 4Through these he has 
given us his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and escape the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evil desires. 5For this very 
reason, make every effort to add to your faith goodness; and to goodness, knowledge; 6and 
to knowledge, self-control; and to self-control, perseverance; and to perseverance, godliness; 
7and to godliness, brotherly kindness; and to brotherly kindness, love. 8For if you poss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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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qualities in increasing measure, they will keep you from being ineffective and 
unproductive in your knowledg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9But if anyone does not have 
them, he is nearsighted and blind, and has forgotten that he has been cleansed from his past 
sins. 10Therefore, my brothers, be all the more eager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For if you do these things, you will never fall, 11and you will receive a rich welcome into the 
eternal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1: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 

美德召我們的主。  

1: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 

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  

1: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 

上知識；  

1: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1: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 

懶不結果子了。  

1: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1: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 

樣，就永不失腳。  

1: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III.    Concerning the Filling of the Spirit 論聖靈的充滿 

The filling of the Spirit denotes the dominion of Christ in our lives and occurs when 
one is led willingly by the Word through which the Spirit works(12).  By their subjection to 
the Word of Scripture, believers grow in grace and the benefits of the redemption they 
receive freely through Christ(13).  The evidence of this spiritual growth is seen in the fruits 
of the Spirit, which is proof of their abiding in Christ and his Word abiding in them(14).  By 
the filling of the Spirit they are enabled to speak the truth of Christ with great boldness(15).   

The Scripture commands every Christian to be filled continually by the Holy Spirit, 
and to grow spiritually by obedience to God’s Written Word and the proper use of the 
means of grace(16).  When we neglect or ignore His Word or are disobedient to it, we are 
guilty of quenching and grieving the Holy Spirit(17).    

 

聖靈充滿的意思﹐就是基督在我們的生命中掌權﹔當信徒甘心願意讓聖靈﹐

透過神的話﹐帶領他時﹐就是被聖靈充滿了。(12)信徒透過順服《聖經》神的話在

恩典中長進﹐也越多得到在基督裡救贖白白帶來的好處(13)。這種靈命的長進﹐可

從聖靈的果子看出﹔這果子是信徒們常住在基督裡﹐和基督的話常住在他們裡的明

證(14)。他們因被聖靈充滿而得到能力﹐大大放膽地傳講基督的真理(15) 。 

《聖經》吩咐每一位基督徒要不斷地被聖靈充滿﹐並透過順服神的成文話語 

--《聖經》 -- 和善用恩具在靈裡長進(16)。當我們忽略神的話﹐或不遵守神的 

話時﹐我們就犯了消滅聖靈的感動﹐使聖靈擔懮的罪了(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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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alatians 《加拉太書》 5:25 
25Since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See also: Romans 《羅馬書》 8:4, 13, 14 
4in order that the righteous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might be fully met in us, who do not live 
according to the sinful nature bu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13For if you live according to the sinful nature, you will die; but if by the Spirit you put to 
death the misdeeds of the body, you will live, 14because those who are led by the Spirit of 
God are sons of God. 
  
8: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8:13  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8:14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Galatians 《加拉太書》 3:3  
3Are you so foolish? After beginning with the Spirit, are you now trying to attain your goal 
by human effort? 
3:3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  

  

Galatians 《加拉太書》 5:16, 17   
16So I say, live by the Spirit, and you will not gratify the desires of the sinful nature. 17For the 
sinful nature desires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inful nature. They are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you do not do what you want.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 

意的。  

  

(13) II Timothy 《提摩太後書》 2:15 
15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proved, a workman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nd 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2:15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See also 參: II Timothy 《提摩太後書》 3 :16, 17 
16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17so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

益的，  

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14) John 《約翰福音》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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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omas said to him, “Lord, we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so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 6Jesus answere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7If you really knew me, you would know my Father as well. From 
now on, you do know him and have seen him. ” 
14:5  多馬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14:7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

他。」 

  

See also 參: Galatians《加拉太書》 5:22-23  
22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23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Against such things there is no law.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15) Acts 《使徒行傳》 4:13 
13When they saw the courage of Peter and John and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unschooled, 
ordinary men, they were astonished and they took note that these men had been with Jesus. 
4:13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 

是跟過耶穌的。  

  

(16) Acts 《使徒行傳》 2:41, 42 
41Those who accepted his message were baptized, and about three thousand were added to 
their number that day. 42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the 
fellowship, to the breaking of bread and to prayer.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See also 參: Matthew 《馬太福音》 28:18-20 
18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19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20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28: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8: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Ephesians 《以弗所書》 5:18 
18Do not get drunk on wine, which leads to debauchery.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17) Ephesians 《以弗所書》 4: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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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herefore each of you must put off falsehood and speak truthfully to his neighbor, for we 
are all members of one body. 26 “In your anger do not sin”: Do not let the sun go down 
while you are still angry, 27and do not give the devil a foothold. 28He who has been stealing 
must steal no longer, but must work, doing something useful with his own hands, that he 
may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ose in need. 29Do not let any unwholesome talk come 
out of your mouths, but only what is helpful for building others up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that it may benefit those who listen. 30And do no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of God, with whom 
you were sealed for the day of redemption. 
4: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4:28  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總要勞力，親手做正經事，就可有餘，分給那缺少的

人。  

4:29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  

4:30  不要叫 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  

  

I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9-22 
19Do not put out the Spirit's fire; 20do not treat prophecies with contempt. 21Test everything. 
Hold on to the good. 22Avoid every kind of evil. 
5:19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5:20  不要藐視先知的講論；  

5:21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5:22  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IV.         Concerning the Gifts of the Spirit 論聖靈的恩賜 

 
Spiritual gifts are granted to every believer by the Holy Spirit, which apportions to 

each Christian “individually as He wills”(18).  Christians are to use these gifts to serve Christ 
in the work of His kingdom and for the edification of the body of Christ (19).  All true 
believers receive some spiritual gift or gifts (20).  No spiritual gift is to be despised, nor is it 
to be misused to bring glory to any other than to Christ (21).  Specific spiritual gifts noted in 
Scripture ar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s: Romans 12:3-8; 1 Corinthians 12:8-10; 1 
Corinthians 12:28; Ephesians 4:11-16. 

Some spiritual gifts plainly have ceased, such as the founding office of apostle.  
Others are obscure and cannot be clearly defined, such as “helps.”  Others are clearly seen 
today, such as “teaching” and “giving.”  Some have received undue prominence in recent 
days, such as “tongues,” “working of miracles” and “healing.”  
  

聖靈的恩賜乃是聖靈賜予每一位信徒的﹔聖靈個別地﹐按照祂的意旨分配恩

賜給每一位基督徒(18)。基督徒理當善用這些恩賜來服侍基督﹐在祂的國度裡事

奉﹐以造就基督的身體(19)。所有真信徒都領受了一項或多項恩賜(20)。我們不可

藐視任何一樣恩賜﹐也不可誤用任何恩賜來榮耀人﹐不榮耀基督(21)。《聖經》裡

具體列出的聖靈恩賜記載在下列經文﹕《羅馬書》12﹕3-8﹔《哥林多前書》12﹕8-

10﹔《哥林多前書》12﹕28﹔《以弗所書》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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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聖靈的恩賜明顯地已停止﹐例如使徒創立教會的職份。其他有些不甚突

出﹐定義不明顯﹐如「幫助人的」恩賜。另一些恩賜在今天明顯可見﹐如﹕教導﹐ 

施予等。有些恩賜在今天太被重視﹐如﹕「說方言」﹐「神蹟奇事」 ﹐「醫治」 

等。  

 

A.  Tongues 說方言 

 
It seems evident that the tongues described in Acts 2 were foreign languages known to 

the hearers there present.  It is more difficult, however, to resolve the question of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tongues mentioned elsewhere in the New Testament.  It is also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ith certainty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odern tongues phenomenon to the New 
Testament experience.  The General Assembly suggest, however, that:  

1. Any view of the tongues as experienced in our time which conceives of it an 
experience by which revelation is received from God is contrary to the finalized character of 
revelation in Scripture;  

2.  Any view of tongues which sees this phenomenon as an essential sign of the baptism 
of the Spirit is contradictory to Scripture; and  

3. Any practice of the tongues phenomenon in any age which causes dissension and  
division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or diverts the church from its mission is contrary to the 
purpose of the Spirit’s gifts.   
 

《使徒行傳》第二章所描述的方言﹐明顯地是一些當時在場的聽者能分辨的

外國語言。至於新約《聖經》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方言的本質是什麼﹐要解決這個問

題就困難多了。要確定現今的方言現象與新約時代的方言經歷之間的關係﹐也不是

容易的事。不過﹐本會提議﹕ 

1.任何認為當今的方言經歷是從神領受啟示的經歷的觀點﹐乃違背《聖經》啟示 

的終極性。  

2. 任何認為方言現象是聖靈洗之不可或卻的因素的觀點﹐乃是違背《聖經》。   

3. 任何時代說方言的現象若導致教會紛爭或分裂﹐或使教會偏離她的使命的話﹐就 

是違背了聖靈賜眾恩賜的目的。 

 

B.  Miracles 神蹟奇事 

  
Much discussion and debate continue throughout the church of Christ on the subject 

of miracles.  In the Scripture certain clusters of miracles wer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servants of God and related to the giving of revelation, such as Exodus 4:1-9; 1 Kings 17:23-
24; John 2:11; 3:2.  Such miracles were signs by which God communicated divine truth or 
confirmed that the speaker indeed spoke from God.  These miracles related to revelation 
have ceased, since revelation was completed with the closing of the Canon in the New 
Testament era.  

Scripture also uses the term “miracle” or wonder to describe the acts of God in all 
areas of creation and providence (22).  The power of God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to 
work wonders and to heal the sick cannot be limited (23).  Such wonders certainly do 
continue to this day, and are all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not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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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裡不斷有關於神蹟問題的討論與爭辯。《聖經》裡有一些神蹟特別與某

些神的僕人有關﹐是與神的啟示有關的﹐例如﹕出埃及記 4 ﹕1-9 ﹔列王記上 17 ﹕

23-24 ﹔約翰福音 2 ﹕ 11 ﹔3 ﹕2。這些神蹟是神傳達真理的記號﹐或是講者說 

講的是從神而來的話的印證。這些與神的啟示有關的神蹟業經終止﹐因為新約時期

《聖經》的正典完成之後﹐啟示就結束了。 

  《聖經》也用「神蹟」或「奇事」一詞來形容神在創造與護理範圍裡各方 

面的作為(22)。我們不能限制神聽信徒們的禱告﹐以大能行神蹟﹐醫治有病的恩

(23)。這種神蹟﹐當然在今天還繼續﹐都是為了神的榮耀﹐不是為人的榮耀。 

  
Finally, the General Assembly would speak a word of caution against an obsession 

with signs and miraculous manifestations which is not indicative of a healthy church, but of 
the opposite (24).  The Spirit provides 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through His presence and power in the lives of the regenerate (25).  The true basis of faith 
and spiritual growth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believers as they are made subject to 
His written Word, which is sufficient itself for spiritual growth to complete maturity (26).  

The General Assembly would also urge a spirit of forbearance among those holding 
different views regarding the spiritual gifts as they are experienced today (27). 
   

最後﹐本會必須發出警告﹐狂熱關注神蹟奇事不是一個健康教會的指標﹐而

是指出教會不健康(24)。聖靈透過住在重生得救的人心裡﹐並賜他們能力﹐已供給

了裝備聖徒所需的一切了(25)。信心與靈命長進的真正基礎﹐乃是聖靈在順服《聖

經》的信徒生命裡的工作﹔《聖經》是神的話﹐本身足夠使人靈命長進﹐達至成熟

(26)。 

本會也鼓勵各信徒﹐教會對於經歷聖靈恩賜持不同觀點者彼此包容(27)。 

  

(18)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11  
11All these are the work of one and the same Spirit, and he gives them to each one, just as he 
determines.  
12:11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Hebrews 《希伯來書》 2:4  
4God also testified to it by signs, wonders and various miracles, and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his will. 
2: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蹟奇事和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同他們作見

證。 

   

(19)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4:26 
26What then shall we say, brothers? When you come together, everyone has a hymn, or a 
word of instruction, a revelation, a tongue or an interpretation. All of these must be done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hurch. 
14: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你們聚會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 

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來的話，凡事都當造就人。  

  

See also 參: Ephesians《以弗所書》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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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It was he who gave some to be apostles, some to be prophets, some to be evangelists, and 
some to be pastors and teachers, 12to prepare God's people for works of service, 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4: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4:12 
12So it is with you. Since you are eager to have spiritual gifts, try to excel in gifts that build up 
the church. 
14:12  你們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屬靈的恩賜，就當求多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20)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7 
7Now to each on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is given for the common good. 
12:7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21) John 《約翰福音》 16:14 
14He will bring glory to me by taking from what is mine and making it known to you. 
16:14  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31 
31Therefore, as it is written: “Let him who boasts boast in the Lord.” 
1: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著主誇口。」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21  
21The eye cannot say to the hand, “I don’t need you!” And the head cannot say to the feet, “I 
don't need you!” 
12:21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著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著你。」  

  

I Corinthians《哥林多前書》 13:1-3  
1If I speak in the tongues of men and of angel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only a resounding 
gong or a clanging cymbal. 2If I have the gift of prophecy and can fathom all mysteries and 
all knowledge, and if I have a faith that can move mountains, but have not love, I am 
nothing. 3If I give all I possess to the poor and surrender my body to the flames, but have 
not love, I gain nothing. 
13: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 

般。  

13: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 

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甚麼。  

13: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  

  

Ephesians 《以弗所書》 1: 13-14 
13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14who i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ose who are God's 
possession--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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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直等到神之民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22) Psalm 《詩篇》 107: 23, 24 
23 Others went out on the sea in ships; they were merchants on the mighty waters.  
24 They saw the works of the Lord, his wonderful deeds in the deep. 
107:23  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經理事務的，  

107:24  他們看見耶和華的作為，並他在深水中的奇事。  

  

See also 參: Psalm 《詩篇》 139:14 
14 I praise you because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I know that full well. 
139:1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23) James 《雅各書》 5:14-16 
14Is any one of you sick? He should call the elders of the church to pray over him and anoint 
him with oi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15And the prayer offered in faith will make the sick 
person well; the Lord will raise him up. If he has sinned, he will be forgiven. 16Therefore 
confess your sins to each other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so that you may be healed. The 
prayer of a righteous man is powerful and effective. 
5:14  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為 

他禱告。  

5:15  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  

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 

有功效的。  

  

(24) Matthew 《馬太福音》 12:39 
39He answered, “A wicked and adulterous generation asks for a miraculous sign! But none 
will be given it except the sign of the prophet Jonah.” 
12:39  耶穌回答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 

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See also 參: Matthew《馬太福音》 24:24  
24For false Christs and false prophets will appear and perform great signs and miracles to 
deceive even the elect--if that were possible. 
24:24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

了。  

  

John 《約翰福音》 4 :48  
48 “Unless you people see miraculous signs and wonders,” Jesus told him, “you will never 
believe.” 
4:48  耶穌就對他說：“若不看見神蹟奇事，你們總是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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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2, 23 
22Jews demand miraculous signs and Greeks look for wisdom, 23but we preach Christ 
crucified: a stumbling block to Jews and foolishness to Gentiles. 
1: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  

1:23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4:22  
22Tongues, then, are a sign, not for believers but for unbelievers; prophecy, however, is or 
believers, not for unbelievers. 
14:22  這樣看來，說方言不是為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不信的人；作先知講道不是為 

不信的人作證據，乃是為信的人。  

  

II Thessalonians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9-12 
9The coming of the lawless one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ork of Satan displayed in all 
kinds of counterfeit miracles, signs and wonders, 10and in every sort of evil that deceives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They perish because they refused to love the truth and so be saved. 
11For this reason God sends them a powerful delusion so that they will believe the lie 12and 
so that all will be condemned who have not believed the truth but have delighted in 
wickedness. 
2: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2:10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 

使他們得救。  

2:11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25) II Timothy 《提摩太後書》 3:16-17  (also in 見上 (13b)) 
16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17so that the man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註：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See also 參: Luke 《路加福音》 16:31 
31 “He said to him, ‘If they do not listen to Moses and the Prophets, they will not be 
convinced even if someone rises from the dead.’” 
16:31  亞伯拉罕說：『若不聽從摩西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他們也是不聽

勸。』」 

  

John 《約翰福音》 14:16, 17 – See above 見上 (2)   

John 《約翰福音》 16:7-16 - See above 見上 (2)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12:1-11; 13:1 – 14:1  

Galatians 《加拉太書》 5: 22-23 – See above 見上 (14) 

  

(26) Romans 《羅馬書》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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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onsequently,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the message, and the message is heard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10: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II Timothy 《提摩太後書》 3:16-17 – See above見上 (13b), (25)  

  

II Peter 《彼得後書》 1:16-21  
16We did not follow cleverly invented stories when we told you about the power and coming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ut we were eyewitnesses of his majesty. 17For he received honor 
and glory from God the Father when the voice came to him from the Majestic Glory, saying, 
“This is my Son, whom I love; with him I am well pleased.” 
 18We ourselves heard this voice that came from heaven when we were with him on the 
sacred mountain. 19And we have the word of the prophets made more certain, and you will 
do well to pay attention to it, as to a light shining in a dark place, until the day dawns and the 
morning star rises in your hearts. 20Above all,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no prophecy of 
Scripture came about by the prophet's own interpretation. 21For prophecy never had its 
origin in the will of man, but men spoke from God as they were carried along by the Holy 
Spirit. 
1:16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 

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1:17  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我的愛 

子，我所喜悅的。」 

1:18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  

1: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 

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  

1: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1:21  因為豫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  

  

(27) Romans 《羅馬書》 14:10-13 
10You, then, why do you judge your brother? Or why do you look down on your brother? 
For we will all stand before God’s judgment seat. 11It is written:  
   “‘As surely as I live,’ says the Lord,  
   ‘every knee will bow before me;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to God.’” [1]  
12So then, each of us will give an account of himself to God.  
13Therefore let us stop passing judgment on one another. Instead, make up your mind not to 
put any stumbling block or obstacle in your brother's way. 
14: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台 

前。  

14:11  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  

14: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說明。  

14:13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人之物。  

  

Romans 《羅馬書》 15:7 
7Accept one another, then, just as Christ accepted you, in order to bring praise to God. 

http://bible.gospelcom.net/cgi-bin/#footnote_681052708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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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  

  

See also 參: Romans 《羅馬書》12:3, 16  
3For by the grace given me I say to every one of you: Do not think of yourself more highly 
than you ought, but rather think of yourself with sober judg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 of faith God has given you.  
16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 Do not be proud, but be willing to associate with 
people of low position.[1] Do not be conceited. 
12: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 

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12: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為聰明。  

  

I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書》 chapter 13章  

  

Ephesians 《以弗所書》 4:7 
7But to each one of us grace has been given as Christ apportioned it. 
4:7  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2:2-4  
2then make my joy complete by being like-minded, having the same love, being one in spirit 
and purpose. 3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or vain conceit, but in humility consider 
others better than yourselves. 4Each of you should look not only to your own interests, but 
also to the interests of others. 
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 

滿足。  

2: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2: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I Peter 《彼得前書》 4:8-11  
8Above all, love each other deeply, because love covers over a multitude of sins. 
9Offer hospitality to one another without grumbling. 10Each one should use whatever gift he 
has received to serve others, faithfully administering God's grace in its various forms. 11If 
anyone speaks, he should do it as one speaking the very words of God. If anyone serves, he 
should do it with the strength God provides, so that in all things God may be praised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him be the glory and the power for ever and ever. Amen.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4: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4:11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Translated by China Horizon www.chinahorizon.org  June 2002  

中譯﹕中華展望   www.chinahorizon.org,  http://samling.ccim.org     2002年 6月 

http://bible.gospelcom.net/cgi-bin/#footnote_192599806_1
http://www.chinahorizon.org/
http://www.chinahorizon.org/
http://samling.cci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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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A  作光作鹽在美國 – 將生命擺上的挑戰（書評） 
 
 
Chuck and Donna McIlhenny (with Frank York), When the Wicked Seize a City. San Jose: 
Authors Choice Press (iUniverse.com, Inc., 5220 S. 16th, Ste. 200, Lincoln, NE 68512; 
www.iuniverse.com), 1993, 2000.   
 

 一般來說﹐我要看的的書都是在舊書攤買回來的﹐或是到神學院的書局選

購。偶而也向出版社郵購。去年﹐三藩市的一位土生華裔 (ABC)弟兄送我一本書﹐

是他的牧師寫的。書中的事我早已聽聞﹐不過拿到書後則是卷不釋手﹐一口氣（兩

天）唸完。因為這本書 – 好像很多好的﹐重要的書一樣 - 不是透過市面上的大基督

教出版社發行的 (也許較大的基督教出版社既已被世俗出版商收購﹐顧市場的走勢

而不敢或沒有興趣出版)﹐故特別需要向華人基督徒介紹。 

 

 這是一個真的故事。Charles McIlhenny 是加州三藩市第一信正長老會  (First 

Orthodox Presbyterian Church) 的牧師。  （查「信正長老會」於 1936年成立﹐當時

因自由派神學與純正基要信仰在美國長老會之爭﹐一部分基要派人士被迫離開另組

宗派﹔這段歷史可參考更新傳道會出版的 《眾目睽睽下的今世教會》﹔在台灣﹐

OPC的宣教士與其他改革宗的差會及宗派合作。）1970年代﹐美國的嘻皮士發起

抗衡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 表面上是反對越戰﹐提倡環保﹐還有

發起性開放與吸毒等等﹔其實背後的意識形態﹐乃是全盤推翻西方文明的猶太—基

督教基礎 (即聖經的世界觀)。(這方面 Peter Jones 博士的近作﹐ Pagans in the Pew﹐有

詳細的分析。Jones 博士專門研究當代 New Age Movement 與《聖經》時代的 諾斯

底主義 Gnosticism 的密切關係﹔他的網站是﹕ www.spirit-wars.com.) 到了 1970年

代﹐性開放已發展到女權運動和同性戀普及化與開放化。不過社會與政治在

1970﹐1980年代趨保守派路線﹐人心自私﹐顧念轉錢﹐享樂﹐社會學家稱為「我的

一代」(Me Generation) ﹔因此這個以推翻《聖經》基礎為目標的「文化戰﹐」鮮有

華人信徒關注。到了 1992年﹐Hillary Clinton 與她的丈夫 Bill Clinton 沾沾自喜地走

進白宮時﹐這場杖是給嘻皮士人士打贏了。 

 

三藩市與附近的柏克萊﹐1963年以降一直是嘻皮士的大本營之一﹐很快就

成為同性戀人士的集中地。(紐約市是另一處重要的據點。) McIlhenney牧師與師母

忠於神的話﹐宣講福音﹐牧養會眾﹐關心鄰居﹐同性戀人士當然不例外。有一次教

會請來了一位電風琴師﹐後發覺是同性戀者。經過牧師探訪會談後﹐這位青年辭職

了﹔接著來一聯串的事件﹐包括律師的恐赫﹐同性戀組織的多方壓力﹐恐赫性的隱

名電話﹐連牧師的房子也被炸彈 firebomb著火兩次﹐一家大小的性命受到威脅。

師母 Donna與牧師同心傳福音﹐到市政廳作證﹐收集材料﹐接受記者訪問﹐發表

文章﹐公開示威等﹔書中又提到有時師母需要外出打工﹔家裡著火時又要把孩子們

送到近郊的會友家… 教會仍然每週聚會 (一次例外)… 

 

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放棄。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還在三藩市為主為真理 

http://www.iuniverse.com/
http://www.spirit-wa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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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今天第一信正長老會還堅持不離開城市﹐為主的福音作光作鹽 – 包括

向同性戀的鄰居表達主耶穌的愛。 

 

 McIlhenny牧師寫這本書的一個目的﹐是要喚醒教會﹕在三藩市所發生的

事﹐絕對可以(其實已經) 發生在美國任何一個市鎮。同性戀人士是美國社會裡最有

政治意識﹐最有組織的壓力群體之一。（筆者在 1980﹐1990年代居住紐約市﹐有

一次去市政廳舉辦的民意聽證會上作翻譯﹐題目是選區 – assemblymanic districts – 

的再劃分。亞裔群體有幾個機構出席發言﹐可是同性戀的組織作證絕對遠超過十

個﹐是代表性最強的“少數民族﹐”他們要爭取的﹐是一個以同性戀人士為主的選

區。） 基督徒今天生活在這個邪惡的美國社會 – 美國早就再不是一個以基督教的

《聖經》原則主導政治﹐文化的國家 – 我們目睹自己的孩子進學校﹐進大學﹐其中

老師們是同性戀的﹐或者是同情同性戀合法化的為數不少。更重要的是﹐教會在這

時代的影響力越來越弱 （這跟福音派忽略正統神學﹐正統信仰與倫裡研討有密切

的關係）。 

 

我們的責任究竟是什麼﹖我們有合法的渠道在社會﹐在政界﹐在傳媒潔作真

理的見證嗎﹖有﹗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有﹗ 我們看見了嗎﹖ 

 

 本書可在網上購買﹕www.amazon.com, 或 bn.com, 或  iuniverse.com. $12.95. 

關於如何教導我們的孩子們性道德（或一般的聖經倫理） ﹐Josh McDowell 著的 

Right From Wrong 一書﹐值得教會的家庭團契﹐伉儷團契研讀﹐討論﹐思考。各大 

基督教書店有售。至於如何與少年 – teenagers – 溝通﹐請讀 Paul Tripp, An Age of 

Opportunity (P&R): www.prpbooks.com.  再次提醒﹕這些書是要家長們和牧長們看 

的, 不是買來塞給少年人讀的﹗M cIlhenny 與 Jones 的書則可以與少年們一起看。 

 
 
May 23, 2002  

刊登於《使者》雜誌 

 
 
 
 
 
 
 
 
 
 
 
 
 
 
 
 

http://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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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B    美國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很多人錯誤地以為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可是又不能解釋，為什麼這

個所謂基督教的國家，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離婚率沒有什麼差別？為什麼大部份福

音派的教會裏的青少年 (teenagers) 在中學畢業之前已經有過性行為？大部份都曾經

在學業上作弊？為什麼福音派的教會裏的青少年，91% 不相信宇宙有絕對真理的

存在？美國若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為什麼社會上的道德越來越不像樣？為什麼不

顧一切侵略回教國家，重復了十字軍在中東引起的仇恨？ 

 
 

美國﹕一個敵視基督教的國家 

 

事實上不是如此。美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目前，不論從憲法來

看，或者從文化的價值觀取向來看，都是一個頗「敵視基督教」的國家 (an anti-

Christian nation)。聽起來好像非常刺耳，可是確是事實。我們必需補充﹕這個「敵

視基督教的國家」裏，有很多非常愛主，行為表現非常出色的基督徒，也有很多非

常純正信仰的教會。他們很多人士都為美國禱告，求神挽回這個國家，不至於完全

沉淪（好像羅馬帝國一樣）。美國有 38% 人口認為自己是經常參加宗教崇拜的。 

 

首先，讓我們澄清一件事﹕怎樣才算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有兩個可能﹕

（一）國家的憲法規定基督教是國教 (national religion)；或（二）該國家的社會風

俗、文化所反映的世界觀 (worldview)、人民的價值觀 (value system)，絕大多數的成

分來自基督教信仰。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美國都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美國憲法﹕「政教分離」的意義？ 

 

首先讓我們看美國的憲法。很多人會打「政教分離」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這口號， 可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事情的真相是﹕美國的憲法禁止國會

設立國教﹕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S. states that Congress shall not establish religion。

意思是﹕國家裏不可有一個特別受優惠的教會。美國的國父們包括信奉兩種信仰的

人士﹕（一）純正信仰的基督徒 (evangelical Protestants)， 例如﹕革命期間普林斯頓

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校長 ，同時是長老會的牧師 ，John Witherspoon。

（二）自然神論者 (Deists)，如杰出弗遜 (Thomas Jefferson) 和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自然神論 (Deism) 相信創造宇宙的神存在；可是神創造宇宙之後，就任

憑宇宙、人類按照自然律 (natural law) 運作。換言之，沒有罪、沒有墮落、沒有神

蹟，沒有救恩。當然，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時期，基督教徒和自然神論者都同意﹕

（一）宇宙有創造者，一位上帝；（二）宇宙有絕對的道德準則；（三）每一個人

有與生俱來的尊嚴，因為人是上帝創造的；（三）政府存在的目的，是要以公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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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務人民。不過至於這個絕對道德準則的內容，則沒有確定的定義。這方面說

明，美國從頭開始就不是完全以聖經真理治國的國家。不錯，她有基督教信仰的影

響，但憲法規定，沒有一個宗教或宗派有「國教」的優惠地位。 

 
 

十九世紀﹕基督教曾作為主流，又失去主流地位 

 

現在我們從文化價值觀的取向來看。十九世紀是美國建立國家的時期。在這

段時間，基督教信仰，特別是美國式的加爾文主義 (American Calvinism)，的確影響

了美國的社會與文化，甚至可以說，就是美國文化的主流 (mainstream culture)。這

是多年來歷史學家的共識。我們都可能看過一些舊的電視劇集，如 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 The Waltons 等，描述農村的美國家庭如何的勤勞、忠實、守信用；小孩

子怎樣懂事，夫妻如何眾貞到底，學校的老師和圖書館的管理員如何無微不至地照

顧社區的孩子們。這些的確是十九世紀的普遍情況。我們甚至可以說，美國的改革

宗信仰和長老會的領袖們，佔了十九世紀美國社會領袖的相當成分。（很多參議員

和大學校長都是長老會會員。） 

 

可是，十九世紀末，歐美經歷了工業革命，美國社會都市化，從東歐、南歐

的移民劇增，美國大城市裏的文化與價值觀已不像南北戰爭 (1861-65) 以前那麼單

純了。而同時美國基督徒（指白人中產階級）紛紛移到郊外；大城市裏（特別是紐

約市）福音派教會寥寥可數。這樣一來，教會在社會上的見證越來越顯得無效；取

代純正信仰教會的，是大城市裏的自由派神學 (Liberal Theology) 的教會與神學院。

自由派神學分很多學派，總的來說，都否認神蹟，否認基督教信仰中超自然的成

分，否認罪與贖罪的真理。到了二十世紀後期，在政府和社會前代表基督教的，往

往是全國基督教教協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福音派到近

年才重新進入政治圈，組織自己的壓力團體，如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Christian Coalition 等。 

 

我們先作一個小結﹕社會的都市化和文化的世俗化，和教會離開正統信仰，

接受自由派神學同步前進，以致到了 1960年代，美國主流的文化已經不是正統的

基督教信仰了。1960年代抗衡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 Movement)，即嬉皮士運動 

(Hippies)，表面上是倡導性開放，吸毒，支持環保，反越南戰爭等，箇子裏其至終

目標，是全盤推翻《聖經》（猶太教和基督教）信仰 (the 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

在西方文化上的地位。到了 1993年克林頓總統進白宮的時候，這夢想已經完全實

現了。今天，在工作場所作見證，擺放聖經，甚至提出反對同性戀，都可能被視為

政治上不正確 (politically incorrect)，和不容忍 (intolerant)。美國和古巴一樣，禁止聖

經在公立學校裏使用；反而俄國明白十誡對社會的正面影響，1990年代邀請成千

上萬的美國老師去俄國教道德課程！ 

 
 

今天美國的文化取向﹕現代性 + 後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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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國社會的價值取向是什麼？是現代性 (modernity) 和後現代性 (post-

modernity) 的混合品。現代性是指徹底的個人自由，加上對理性和科學的信任（可

以說﹕迷信）；世俗社會有現代性（自由觀念），而教會內有阿米念主義神學 

(Arminianism) 支持世俗的自由觀。巴刻 (J.I. Packer) 的分析是﹕理性主義的阿米念神

學導致自然神論，啟蒙哲學，和康德 (Immanuel Kant) 的哲學。後現代性則是指反

對人的理性，科學能找到真理；否定宇宙有任何的絕對真理與準則；文本沒有意義 

(no meaning in the text)；倫理沒有是非；歷史沒有事實。今天美國文化的主流價值

觀，是後現代性。後現代性是怎樣看待宗教信仰的？對傳統的宗教，特別是篤信聖

經、信仰純正的基督教，認為是古老的神話。可是對古代希臘、埃及、印度等的異

教，則加以當代的包裝，以新紀元運動 (New Age Movement) 的面貌出現。美國人

認為自己的國家充滿著靈命的追求 (quest for spirituality)，可是同時敵視傳統的聖經

信仰。 

 

Josh MacDowell （《鐵證待判》的作者）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今天美國福

音派教會裏的青少年 (teenagers) 中，91% 不相信宇宙有絕對的真理。（參 Josh 

MacDowell, From Beliefs to Convictions.）這就是我們的孩子們！不要以為我們是東方

人，就一定與西人不一樣。我們的孩子與白人，黑人，西班牙裔的青少年，在他們

的後現代性方面完全沒有兩樣。（附注﹕這也是今天中國大陸大城市裏青少年的狀

況，雖然歷史背景不同。） 

 

 因此，從上述種種角度﹕從憲法或現今社會的實況來看，美國都不是一個基

督教國家。（有興趣研究這問題的可參考多位福音派歷史學家的著作，如﹕ 

George Marsden, Nathan O. Hatch, Mark Noll 等。） 

 
 

兩黨政治 

 

在這個混亂的時代，福音派的教會領袖，紛紛接受共和黨的宣傳，支持那些

支持傳統道德觀念、反對同性戀，反對墮胎的議員和總統候選人。我們必需承認﹕

支持傳統道德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在基督教信仰失去社會上的影響力之後，共和

黨過分相信人的自由，特別是資本家的自由，忽略正視人的罪性，也不懂分辨

（一）毫無限制的自由，和（二）聖經的自由觀。民主黨過分強調政府的責任，扶

持窮人，少數民族，被壓迫的人士，卻沒有看見，其實政府所能作的往往是皮毛工

夫，人心若不改變，政府的功能只是暫時的約束和援助而已。共和黨過分強調自

由，民主黨過分強調法律和政府。美國真正的需要，是恢復傳統的信念﹕宇宙有一

位創造主，宇宙有絕對道德準則，我們都要服在這絕對真理的權威之下。（參

David Wells 著的《孤獨的神》， 原著 God in the Wasteland。） 

 
 

實際行動 

 



 147 

討論「美國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不只是一個理性上的問題。我們不能

袖手旁觀！身為基督徒，我們要認清時代，儆醒禱告，求天父給我們足夠的力量，

在世界作鹽，作光；這時逆水行舟，我們必須作中流砥柱，站立得穩，在這個時代

中持續我們的信仰，並向世界發出挑戰。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

真的相信嗎？ 

 

正統的基督教信仰相信﹕ 

（一） 宇宙裏有絕對的真理，就是有位格，完全無限的上帝 (an 

infinite, personal God)，祂創造了宇宙，也不斷的掌管宇宙的一

切事。 

（二） 人有尊嚴，因為是上帝所創造的。 

（三） 人墮落了，需要上帝的救贖。 

 

美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是一個後基督教國家。中國也不是一個基督教國

家，是一個前基督教國家﹕中國的文化主流從來救沒有被基督教徹底的影響過。有

人說﹕基督教在最近這幾年，從社會的邊緣，已經走到主流的邊緣。是否還有一大

段路走，才走到主流的主流？ 

 

我們的責任是什麼？活出恩典的福音，讓教會真的像教會，信徒在社會作

鹽，作光。 

 
 

2005年 12月 1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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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C    進窄門，走窄路﹕從「登山寶訓」看文化更新 
 
 

「登山寶訓」是主耶穌對當代人的重要教導，當中涉及不少對當代文化的批

判與更新，包括道德、信仰、生活等多個層面。按「登山寶訓」，主耶穌給

人「反文化」的形象，藉此我們可以在面對文化時有何學習與提示呢？    

 

對於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福音派基督徒，如何面對文化、參與文化、文

化改造、文化更新這些題目並不陌生。我們熟悉把登山寶訓（《馬太福音》第 5-7

章）與抗衡文化、文化更新連起來思考，正如史托特牧師 (John R.W. Stott) 教導我

們的。那麼，究竟登山寶訓的內容與意義，對基督徒面對當代社會，思想與文化有

什麼提示呢？ 

 

文化更新是宣教的後期目標。宣教第一步的目標是領人歸回 (conversion)﹕

悔改，信靠基督，生命被聖靈徹底的改變。宣教的第二目標是﹕施洗，建立教會，

使教會成熟，有足夠的教師，牧者，傳福音的使者，以致教會不受異端邪說的影

響，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弗 4﹕11-16）。教會本身就是抗衡文化的團體，是基督徒

作鹽，作光的基地。因此，領袖培訓、神學教育都是屬於宣教的範圍，不可忽略的

使命。宣教的第三目標是文化更新﹕教會站立起來，作鹽作光，更新社會、道德、

思想、藝術、經濟、法律，家庭；換言之，文化的每一方面。 

 

登山寶訓是主耶穌宣講「天國的福音」中重要的教導。一般解經家認為﹕天

國的意思就是天上的國王（主耶穌）已經來臨，王來就是為要執行祂的王權。天國 

(basileia) 就是王的王權 (the king’s rule)，而不是什麼政治的領域(realm)。王向祂的子

民頒發祂的律法，這律法記載在福音書，而登山寶訓是記載這律法最完備的其中一

段。 

 

上帝來世上掌王權，頒發律法﹕這些都是反文化的觀念。現代文化（十六世

紀志二十世紀中）強調科學至上，人的理性離開上帝獨立，人憑自己的自由（自

主， autonomy）思想，行事。人的自主誰都不可侵犯。後現代文化（二十世紀末

至今）更加強調人感官的滿足，現今一刻的真實，無歷史，無未來的盼望。結構主

義沖淡文字的意義，明文規定的法律越來越不被人重視，教會裏的信徒也不例外。

當代人不注重上帝話語的教義，反之注重「人際關係」（這是新正統神學，後現代

文化，功利主義的福音派教會增長模式不約而同的堅持）。可是一般人心目中的

「人際關係」是平等的，是很少要求的，是不威脅自己的自主的。相對來說，天國

的關係是王與下屬的關係，王決定這關係中的所有條件。這是十字架的「愚拙」，

是世人的絆腳石，對信基督的人，卻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 

 

若不服在權威之下，沒有真正的自由。（參 J.I. Packer, Truth and Power.）這種

對「真自由」的定義夠反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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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寶訓以八福開始。八福所注重的，是人的心境﹕虛心 – 承認自己在上帝

面前的破產；哀動 – 承認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污穢，需要潔淨，赦免；溫柔 – 承認自

己一切所有的都是從上帝而來，因此沒有什麼可爭奪的；饑渴慕義 – 承認這世上的

一切享樂都不能滿足心靈，唯有上帝的國，上帝的義。主耶穌追問祂的門徒﹕你的

心如何？ 

 

在當代教會忙碌於人數增長，甚至為靈修生活方法到處取經的一刻，主耶穌

追問我們﹕你的心如何？ 

 

隨著八福而來的是﹕在世上作見證人的準則。門徒是世界的鹽，世界的光，

要準備好受逼迫，畏主受苦。如何作鹽作光？主耶穌的教導是﹕上帝的律法必不能

廢去。信徒的「義」，信徒的「聖潔」絕對不可停留在外表，人為的傳統（文士的

義），必須根據上帝啟示的話語，祂的律法。 

 

《聖經》是聖靈默示的，絕對可靠，完全無謬 (infallible)、無誤 (inerrant)，

是基督徒信仰，生活，文化，學術的最高標準。這對某些當今福音派教會來說，是

「抗衡文化」的，是反潮流的，是不受歡迎的。可是，這是主的教導。 

 

心境需要被聖靈改變；心思意念也須接受《聖經》的管理；這兩者並不衝

突。借用，修改凱伯 (Abraham Kuyper) 的名言，我們可以說，我們的人性 – 思想，

道德，靈修等 – 沒有一個角落，主耶穌不說﹕「是我的。我在這裏掌權。」 

  

提到《聖經》的權威，必須面對舊約與新約的關係。這是解釋《聖經》原則

裏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主耶穌的教導是﹕舊約必不廢棄。（當然，《希伯來書》和

其他經文清楚教導，舊約獻祭的制度，已因主耶穌一次獻上自己被廢除了。）新約

門徒要作的，是從心裏順服上帝的律法；可是，從心裏順服並沒有廢除順服律法明

文的規定，這兩者不可對立起來。 

 

主耶穌對門徒的要求是﹕要完全，如天上的父親完全一樣。可能嗎？作得到

嗎？不可能！可是在上帝凡事都能。一方面我們必須以敬畏的心作成得救的功夫，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的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我們生命中恩典的作為（腓 2﹕12-

13）。 

 

主耶穌接下來教導我們在屬靈操練上的原則﹕禱告要以敬拜，悔改為中（太

6﹕9-13）；禁食，奉獻不要作給別人看，要暗地裏作，只叫天父看見。然後耶穌

提到屬靈生活裏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祂常常講論的事﹕我們如何看待金錢，就看

出我們是否真正地認識真理，透視人生（心中的光，太 6﹕20）。這是登山寶訓中

間的教導。基督徒必須先求天父的國，祂的義；吃什麼，穿什麼（生活，金錢）都

要按上帝的旨意賜給我們。因此我們不可憂慮；既然不可憂慮，因此我們可以這樣

理解﹕憂慮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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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憂慮就不計劃嗎？不是的！基督徒要計劃，但是說﹕「若是主許可。」意

思是﹕經過禱告，以禱告的心情作決定，同時把決定交給上帝，祂有權隨時改變我

們的計劃。要計劃；計劃之後不要憂慮。 

 

反文化嗎？非常！ 

 

要歸納登山寶訓最後的一段（《馬太福音》第七章）是非常困難的。有一次

我與陳喜謙牧師討論這一章，作了一個暫定的結論，這樣為第七章標題﹕作門徒的

價值 (value)。主耶穌教導門徒要祈求，天父就賜予；主說不要把寶貴的東西給狗

吃；又說要進窄門，走窄路；又說不是稱呼祂「主啊！」的人都能進天國。總的來

說是什麼意思？進天國，作主的門徒不是輕易的事，我們不可當是理所當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進天國，作門徒是困難的，除非上帝開恩，不然是不可能的。

進天國，作門徒是寶貴的，信徒必須珍貴，愛惜這莫大的恩典。進天國，作門徒是

作少數民族，走窄路，進窄門。我們是否已經計算好代價來跟隨主？ 

 

反潮流，反文化嗎？非常! 

 

主耶穌的結論是﹕聰明人建造房子在磐石上，意思就是，聽了主的教訓之後

必須去遵行。主的教導有權威，不像文士的教導；人聽了，聖靈感動，開啟內心，

更新人的意志，上帝開恩給人能力和願意的心去遵行。 

 

登山寶訓絕對是反文化的，反潮流的。這是天國的文化，教會的文化章程。

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要準備好走窄路，作鹽作光，追求上帝的國和祂的義。從

登山寶訓中，我們可以怎樣學習？ 

 

1． 操練默想，常常省察﹕我的心如何？ 

2． 改變自己的思想，常常問自己﹕主耶穌如何在我生命中每一個角落作

王，掌權？ 

3． 對舊約和新約聖經同樣地追求，學習。 

4． 不斷反省自己對金錢和其他屬靈操練的態度。 

5． 安靜，勒住自己的心，珍貴主，祂的主權，祂的國度。 

 
 

曾刊登於《大使命》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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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D    “奉献之后”﹕奉召“全职”或“带职” 
 

引言 

 

每年，总有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考虑全职事奉或宣道事工。数不清的祷告，

挣扎著要作下决定。在宣教或差传营会中填决志卡、征求牧长、男朋友、女朋友的

意见；问更多的问题。 

 

当中有人进入神学院，也有人踏上短宣教的征途，另有一些人投身福音机

构。但是，还有好几百人继续挣扎著，尤其昆已定情、结婚的人，其中女性的挣扎

尤甚。许许多多的人活在罪恶感里。我的决定对吗？我是否作出背叛主的决定？是

否我又回到“属世之路”了？我有没有会错意－－神真呼召我吗？到底什么是所谓的

“全职事奉”？难道全人事主不是基督徒的本分吗？两者到底有什么差别？ 

 

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在挫折感、罪恶感中事奉他。他要我们用喜乐、能力来自

由地事奉他。如果我们知道他是如何呼召我们，而我们又能顺服地回应他的呼召，

那么，我们就必经历自由、喜乐及能力。事奉耶稣，乃是一件喜乐的事。是绝对值

得的。所以，到底“蒙召全职事奉”是什么意思呢？ 

 

一.神如何呼召人？ 

 

我们时常听到传道人说：“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去服事神，只是各人的工作岗

位不同。”因此，我们先要知道神如何呼召信徒去某个岗位事奉？神是否呼召了

我？我怎样肯定神已呼召了我呢？ 

 

第一，我们得先明白，是神呼召我们。是他主动召我们的（罗八 29；林前

一 9）。全世界都属于神，当然全时间事奉神的人，也是属于神（出十九 5-6）。

神藉著圣灵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教会动工。圣灵是随著他的意思吹的（约三 3-

8；罗八 21- 

 

这就说到一种内在的催逼力量，也可称为“主观因素”。在辨明何为神的呼召

时，是少不了的。有人曾说，真正的基督信仰中，往往伴随著神秘色彩。我们可以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神呼召你，他的灵必叫你的心有清楚的感动，而这样的感动是

日益增强，而非日渐减弱，你很清楚渴望去事奉神。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事奉他

的心有增无减。你不能从你现在所作的工作得到满足，心中就是想更多服事神、更

多将自己献给神（摩三 7；耶二十 9）。若有人用这种祷告的心来寻求神的带领，

神的灵必会让他知道自己是否蒙召。已有千百位基督徒在这种渴慕中明白神的呼

召，而成为全时间事奉的人（若想更多知道圣灵是如何让人清楚蒙召，请阅 James 

M.Boice, Foundation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Part 4:Awaking to God, Inter Varsity Press.  中

譯﹕《向神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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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圣灵的确是让我们在心里清楚他的呼召，但是，他同时也用他的话语

来应征我们是否蒙召。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既感动人写下他的话语，就不可能

感动人心去和圣经唱反调。他的话语是没有一点差错的，为使我们归正、改变我

们、训练我们去为神作工（赛五十五 8-11；提后三 16-17）。 

 

这就是说，倘若你想清楚神是否召你全时间事奉，你得照他的话语作出回

应。好好读经、用心听人传讲圣经。不论你已有什么决定，都要用圣经来判断这决

定是否正确。我是否按照神在圣经里的心意回应？我的决定是否能回应圣经，而我

对圣经的教训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在圣经的光照下，我明白我作的是什么决定吗？

我能否本著圣经的标准看清自己的动机？（若想清楚圣经在神的呼召这方面的教

训，请阅 Edmund P. Clowney, Called to the Ministry, P&R Publishing.  中譯本﹕《天命與

你》）。 

 

第三，圣灵乃是基督赐给教会的，圣灵本身也赐下各种属灵恩赐（弗四 9-

16）。简而言之，如果神召你去某工场事奉，他必会赐你那件事工所需的属灵恩

赐、反之亦然：如果神已经给了你属灵的恩赐，他就是已经呼召了你。你不必再

问：“神呼召过我吗？”现在，问题很简单：“我当如何运用这恩赐？”圣灵把恩赐托

付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去用。不是用来荣耀自己，而是要用来荣耀神。藉著，信徒

得以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知识上长进，而教会也能在质与量上增长。 

 

 这原则很简单，我们都也因此很容易忽略了它。这原则又是如此叫人难以推

诿，因此我们也常想逃避这原则。当神赐下恩赐时，就是呼召了。我们有何理由要

求他让我们免掉事奉的责任呢？问题并不在于：“神是否特地召了我去用我的恩赐

服事他？”而在于：“我有什么特权，让我可以不去事奉他？” 

 

第四，我怎么知道神正呼召我？圣灵赐教会辨别的恩赐及责任。教会应该有

一体的态度、来辨别圣灵给了某某人某样（或某些）恩赐。然后，教会指派这人去

从事某项事工（参徒十一）。教会有义务这样作：从某人的生活和事奉中，去得知

他（或她）有什么恩赐（发掘恩赐的书籍，今年出版的非常多）。 

 

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并非自愿充任独唱的角色。我们需要教会对我们恩赐的

认可及肯定。今日教会，在这方面特别不足。因此，许多年轻人像个独行的“义勇

军”，孤伶伶地进入神学院或事奉工场。我们教会仍有“独角戏”（一脚踢）的心

里，原因是否也在此？牧师和执事之间常常不能和睦同工，原因是否也在此？让我

们彼此顺服，愿意开城布公＃把我们的生命都联成一气，并且说，我愿意服在教会

的判断和权柄下，并听候教会给我的印证综合起来，这四个要素（圣灵内在的感

动、对圣经的服从、圣灵所赐的恩赐，以教会的认可）就像桌子的四支脚。缺一不

可。这四样都凑在一起时，神的呼召就十分清楚，是无可抗拒的。就像耶利米所经

历到的“我骨中的火”。你不能再等，非事奉主耶稣不可。这是我们生命中无上的喜

乐，是我们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若我们真的渴慕将一切 都在祭坛上献给耶稣，

我们就可以问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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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时间事奉”是怎么一回事？ 

 

以往，在宣道大会之类的场合所听到的呼＃不外乎：你献身全职传道，可能

是当牧师、当教会的圣职人员、或是到海外去传道。但是，今天有几样因素使得这

呼召更复杂、因之也更令人困惑。 

 

第一，福音机构的兴起，使得全时间事奉的观念扩展了。如果全时间事奉就

是放弃所谓“世俗的”职业、全时间去事奉神，那么，我们得承认，一切机构的工作

（文字、大众传播、在福音机构的会计和电脑工作、音乐及青少年事工）都是全时

间事奉。而且，事实正也如此！ 

 

 第二，讲员在营会邀人决志献身时，采用了“带职事奉”几个字眼。这么一

来，就使人一头雾水了；如果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从事全时间事奉的同时，又兼有所

谓“世俗的”职业（比方说，在大学里教书，或是开诊所行医，这些职业可能使得教

会对之备加礼遏，甚至超过对牧师的尊敬！），那，谁不是从事全时间事奉呢？每

个基督徒都是全职事奉的嘛！ 

 

 的确，每位基督徒都是（或者说，都应该是）为主作工的。问题是：到底在

我们所谓的全职事奉（或者，“讲道事奉”Ministry of the Word 是比较好的说法）如

以平信徒的身份事奉（保有一份所谓“世俗的”事业）之间，神自己是否也视若不

同？让我们来看看这问题。我们之所以有这些困惑及混淆，部分原因是出于我们对

基督化的生活缺乏了解、更基本的问题出在：对耶稣基督本身的认识不清。 

 

 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用他的血买赎了我们，并赐我们永生的

救恩。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源头）及成终者（目标）。他是大使命的主（太二十

八 19-20）。凡我们所作的（我们的祷告、默想、服事及见证），都是本著他的命 

令，藉著他的灵、并且是为了他的荣耀（罗十一 36）。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主，而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弗一 22-23）。意思是说，因神无所不在（他充满了万有），他又特别 

与教会同在（被他的丰盛所充满）。神说，因全地都是我的，你们以色列人，则是

特殊的身份归他（出十九 5-6）。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选出 

来的子民（彼前二 9-10）。这里说的祭司、国度、基督的身体，都是指教会，而 

基督是她的头。 

 

 但基督不只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第一章另外告诉我们，他是宇宙的主，尤

其是因他已从死里复活，得到了万名以上的名、权能之上的权能（参腓二 6-11）。

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也告诉我们，（一）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说得更准

确一点，就是对他而言，整个宇宙都是新的）。（二）虽然第一位亚当（人类的鼻

祖和犯罪的代表）是有灵的活人，第二位亚当却是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就是那第

二位亚当、末后的亚当（参林前 15章，林后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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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创世记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神照著自己的形像造

了亚当和夏娃后，给了他们一个双元的命令（或委任）：（一）要多结果子、生养

众多、遍满地面，（二）要治理全地，修理、看守近乎完美的圈子（创二 15）。

不但是基督徒，所有的人类都有义务在这责任上顺服神。所有人都被召去安息、去

荣耀神，并有健全的家庭、事业（创二）。 

 

 耶稣基督是第二位亚当，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既不能顺服地肩负起这责任，

耶稣基督便在完全顺服天父的情况下、活出他的一生。耶稣是完美的榜样，告诉我

们一个人应该活出什么样式。凡是神所允许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他都无懈可击。

因此，当他走向彼得时（路五 1-11），他不但是让彼得知道他是谁，也告诉彼得那 

天当如何捕鱼。耶稣走进彼得的渔船（事业）。他也要进入你的事业里去。就是这

位耶稣差我们进入世界，像鸽子、蛇一样，也像盐、像光，像芥菜种，又像在山上

的城。 

 

 神召亚当去组织家庭、去工作、去服事这世界。亚当藉服事的方式去管理这

世界。亦即家庭、工作、社会、经济、贸易、政府、教育、艺术，生命中的一切，

无一不在神的统治之下。耶稣来世上建立这统治权－这神的国（可一 14-15）。因

为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国度之所以来临，是因君王已临。王已来到，

而王的门徒就是用生活、用工作来宣扬、追求王的国度和公义（太六 33）。 

 

 所以，每位基督徒都被召来：（一）成为神在地上的门徒，凡事顺服这位君

王：基督。（二）在基督的身体（即教会）中生活、服事。我们既在世上，又在教

会里，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位，命令也就只有一个。多结果子、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管理全地，和使万民作主门徒、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一切基督所吩咐的，是

同一命令（创一 26-28；太二十八 19-20）。我们只有一种生命要活：基督结的生

命！（参：  Harvie Conn., Bible Studie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nd Simple Lifestyle, 及其

Evangelism: Doing Justice and Preaching Grace, P and R, www.prpbooks.com ）。 

 

 我们的生命并不能硬分成不同层次或角度（不论我们是称之为“灵、魂、

体”、“感性、理性、意志”、“属世、属灵”、“世俗的、圣洁的”或“布道与衽会关

怀”）。这些字眼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合适 的：把他们放在一起看，我是一 

个人，且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一切都为主活的人。 

 

 三.那些事奉是“全时间”的？ 

 

 耶稣既是教会的头，又是宇宙的主。且让我们看看前面这项真理：耶稣是教

会的头。他建立教会，是为了成就神普世的计划（太十六）。教会是神宣召的器

皿，这器皿的用途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布道、培训门徒。神已为教会安放了头：耶

稣。耶稣藉他的名和话语、来统治他的教会（约十四、十六）。在圣经里，我们得

知教会为了三个目标存在；（一）为了神，（二）为了教会自己的成长，（三）为

了世界（彼前二 4-10）。 

 

http://www.prp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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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藉敬拜和赞美来事奉神。什么是赞美？赞美就是向神说话、传扬神的本

性和作为、并归荣耀给神，圣经里头，有本现成的赞美诗：诗篇。诗篇可引导我们

进入敬拜和赞美。 

 

 教会藉著教导、团契、祷告、劝化和服事，本身也得到了增长。 

 

 至于服事世界，教会是藉著言语、行动，来传扬神的恩慈和公义的。 

 

 为了达成这三目标，基督给了教会三中事工：讲道工作、慈惠工作，和治理

工作。这些工作可以成全教会，使之在质、量上都递增（弗四 12-16）。讲道工作

是将神写成的话语深植人心。包括了教导、讲道、布道、研经和祷告。今天，我们

可将基督教文艺和神学教育也算进去。 

 

 慈惠工作是在教会里和世界上提供身体、心里、社会及其他有关人的需要。

藉这些事工，真可见出我们是彼此相爱的（约十三 34）。早期教会选派一人（稍

后，在新约圣经里，出现了“执事”的称谓），以便管理寡妇之事（徒六）。这些信

徒藉此表明顺服基督的命令。保罗自己也亲身投入慈惠的事。 

 

 治理的工作是敦促信徒按神的话语结出果子来、鼓励信徒在灵性上长进，并

为了教会的纯洁及和平来管理教会。 在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看到保罗管束一些 

犯罪的基督徒，这就是治理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处，耶稣提到如

何处理不守规矩的基督徒，而保罗把这原则实践出来。由保罗的作法可知，如果在

必要时，我们是可以将某人逐出教会。由此也可推断，根据新约的教导，教会的会

员制乃是必须且合宜的。  加入教会这件事本身，是居于教会事工的一部分。教会 

是个身体（有机体），同时也是个机构。 

 

 敬拜神、在神的话语上进深、在世上成为神的见证人，全部是基督徒蒙召去

作的事。每位基督徒也都得多少参与讲道、慈恩和治理的工作。“一般性圣工”是每

个人都可参与的。但是，却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去从事特殊性事工（徒六、十

一）。因此，教会有一般圣工（也就是今天许多作者所说的平信徒事奉），也有特

殊圣工（是按立之后才能涉及的事奉，也就是传统上称为“全职事奉”的工作）。在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保罗为这些特殊圣工人员订下了审辖标准。这

些特殊的圣工人员，圣经称之为牧师、教师、长老（监督、会督）和执事。 

 

 同时，也看福音机构，是合乎圣经的：这些机构，合于一般圣工的教义。每

个基督徒都该投身事奉。我们每一位都在某方面为基督的身体尽心尽力。教会及福

音机构都属基督。但是，只有教会是基督特来设立的（太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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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MINISTRY OF THE CHURCH  

教会事工结构图 

 

I．AUTHORITY IN MINISTRY 

事奉权柄 

 
MEDIATORIAL OFFICE (Christ the Lord) 

仲裁处（主基督） 

 
Special Office 

特殊圣工 

 
General Office 

一般圣工 

 

II．GOALS OF THE CHURCH﹕Objects of Ministry 

教會的目標﹕服事对象 

 
Ministry to God (Worship) 

服事神（敬拜） 

 
Ministry to the Church (Edification) 

服事教会（建造） 

 
Ministry to the World (Witness) 

服事世界（见证和布道） 

 
 

III．Gifts of Ministry 

属灵恩赐 

 
Ministry of Word 

讲道工作 

 
Ministry of Order 

治理工作 

 
Ministry of Mercy 

慈惠工作 

 
 

 那么，到底哪些是全时间事奉？如果看附图，我们会看到中段为“特殊圣

工”。信徒未必有机会参与圣经提到的九种事工（不论是一般圣工或特殊圣工）。

但这些彼此相关的“方块”，都能帮助我们看出教会事工的多元和整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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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列问题来考考自己。拨出时间来，先不要往下读，写下你的答案。  

 

1.我 是否真了解教会的各样事工（关于不同的恩赐和事工，请参考罗马书第十二章 

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曾在哪些事工上服事？ 

 

2.在这些事工上，我有没有哪项恩赐是曾被教会认可过的？ 

 

3.有没有某样或某些事工，是我特别愿意从事的？我是否渴望在一般圣工或特殊圣

工上服事主？ 

我想鼓励弟兄们考虑下一个问题： 

 

4.神是否呼召我从事牧职或传道事工？ 

（若想更多知道教会的事工，请阅读 Edmund P. Clowney, Living in Christ’s Church, from 

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 www.gcp.org ）。 

 
 

四.带职事奉又是怎么回事？（基督徒专业人仕在其工作岗位上） 

 

 我个人深信，圣灵呼召了不少人在祈祷、传道事工上全时间事奉。圣灵不会

让教会处在讲台、宣教士短缺的窘境里。假使牧师人数不敷，原因是否出在有些人

逃避神的呼召？另有一现象亦同是实际存在的，就是，有许多基督徒不觉得神召他

们去当基督徒专业人仕、基督徒医生、基督徒家庭主妇、基督徒劳动者、基督徒车

衣女工、基督徒待应生。英文“职业”这字，有个拉丁字根，其意为“去呼召”或“呼

召”。我听一个基督徒科学家说，当他知道马丁路德谈到有关职业的教养时，他并

不感觉到神在他的专业上呼召他。他说，也许我们该问，到底有没有“神召人去从

事世俗的工作”这么回事？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呼召，同样糟糕的局面也会产生。至于为什么许

多基督徒不觉得他们的职业是神呼召他们去从事的，其原因如下。第一，我们当中

有好些 人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选定我们的职业的。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压力， 

也可能是出于环境所迫（我们是这么想的！）。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在这行

业，是因现实的压力，而非我们坚信我们理当如此。难怪我们不觉被召！ 

 

 第二，我们之所以不觉得有此呼召，往往是因我们把所谓的圣与俗、灵与 

魂、教会与世界硬性分割（不论在教义上或生活型态上）。在我们心目中，凡是这

恶贯满盈的 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定是不好的、邪恶的。所以，我们从九点到五 

点（对餐馆的待应生来说，是正午到午夜）赚这世界的钱，晚上才好退回家吃饭、

睡觉。再退就是退到我们的个人灵修时间，退到我们的主日崇拜去充电，然后才能

进攻到魔鬼天地里去上班。如果我们向同事作见证，便是得胜有余的基督徒了。 

 

 弟兄姐妹们，神为你我计划的基督徒生活却非如此。前述乃属灵的精神分裂

症！我们被召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事奉神。我们应像世上的鸽子和蛇、盐和

http://www.gc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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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为什么？因耶稣是第二位亚当！因我们是被基督照他自己的形像改造成的新人

（罗八 29；弗四 24；西三 10）。而且，因耶稣给了我们大使命！所以，神再度吩

咐我们去多结果子、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治理全地，也就是去使人作主门徒、把

耶稣一切的吩咐都教训他们遵守。 

 

 你的家庭和工作都是神给的呼召，是你无法逃脱的。每位成年人的家庭生

活，都可以是由家人（血缘家人或属灵家人）的生活组成的，但我们却都蒙召去为

主而活、为主工作（西三 17）。耶稣是人生各方面的主！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

哪一层面是不归他管的（罗十二 1-2）。没有一件事在他的主权之外。问题是，我

们是可在各方面都有意去荣耀他？（若想真正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来，请读 Charles 

Colson , Loving God.） 

 

 但是，我当如何在我的专业上荣耀神呢？让我提议几件可行的事。也许你 

可以花点时间写下你自己的答案。 

 

1.布道。我是否在我工作场所尽力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并求神给我机会向周

围的人作见证？布道包括口传（把耶稣传讲给人听）以及身传（活出基督的生

命）。（若参考一套培训大纲，请订购此书：D. James Kennedy, Evangelism Explosion, 

三元倍进怖道法。） 

 

2.门训及团契。我是否式著在同行当中找寻基督徒同伴？我们曾否彼此勉

励、在我们的专业上更多事奉主？在我这 一行，可有任何基督徒组成的机构，是

我可以加入的？（例如：Arts and Entertainment Ministries www.a-e-m.org, Christian 

Medical Society, Christian Legal Society, History and Faith, Nurses Christian Fellowship, 

New York Christian Arts Group 等。） 

 

3.坚定的职业道德。我是否一直持守合乎圣经的职业道德？我有没有逃税？

我只有一份不虚的收支记录吗？我是否一口两舌？我用什么态度接待我的客户？我

如何使用金钱呢？神所托付给我的钱财当中，我是否把当归给神的归给神（至少什

一）？（参看 John Frame, Medical Ethics P&R） 

 

4.人生及事业目标。我是否定期反省我作事的动机？我的目标是什么？人生

最重要的是什么？从周记事历上，看得出这些重要目标如何影响我对时间的支配

吗？（有本书可以帮你成为时间的好管家：Ted Engstrom and Ed Dayton, Strategy for 

Living, G/L Publishers.中文译本：《不枉此生》。若想深入探讨神如何带领你这一

生到如今，请看：Leadership Emergence Patterns by Robert Clinton.）  

 

5.专业的理论基础。我的专业怎样反映出神在人身上的形像？比方说，艺术

反映出神的容美。医护人员为了按神形像被造者的健康及福利而工作，好让我们健

康地生活、工作并事奉主。工程师、化学家企图明白神所创的这宇宙的次序，并了

解人能如何为整个人类的福利去使用这些次序。辅导人员希望重建我们的感情和个

人尊严、人生意义等等。这问题可导出你的专业理论根基。近年来，有许多福音派

http://www.a-e-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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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仕写下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希望为现存的专业找出根源来。你得著手从事这方

面研究！（这类的工作，在医疗方面有 Medicine and the Christian Mind, and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s in Medicine, from Christian Medical Fellowship, 157 Waterloo Road, 

London SE1 8XN, England） 

 

6.专业批判。你知道你这行业的历史渊源吗？对生命和宇宙的最根本预设是

什么？这些预设是否与圣经相合？这就是学术界里所谓的“科学的历史及哲学”。几

乎每所心理学研究所，都会有“历史与系统”这么一门课。我们基督徒往往太不假思

索就接受了这些讲法，接受在我们专业上的非基督徒、反圣经的假设、接受我们非

基督徒同事对人对宇宙的看法（参考 Richard Pratt, Every Thought Captive, P&R.中译：

《将人的心意夺回》。）生物和科学进化论，不过是许多反基督理论中的一支罢

了。我们必须去研究我们这行业的历史，并揭发这些“坚固的营垒”。好让我们为基

督夺回我们的专业（林后十 4-5）。有位基督徒物理学家在宇宙的模式方面，已有

示范，请读 Vern Poythress, Philosophy, Science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周功和，《基督

教科学观》，华神。此外，另有一书亦值得一读：Francis Schaeffer,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Revell, 1976)，中译：《前车可鉴》。） 

 

7.专业重整。我当如何重整我的研究范畴或行业，好让基督有希效在其中掌

主权？我们是应该领我们身边的工程师、会计师、电脑工作员、教授信主，但是重

整的意义更加深远。我们在此谈的是更新我们的专业，是基督徒在社会上所能发挥

的最大作用。一个信耶稣的工程师，当如何改善环境？在商场如何诚实不欺？遗传

工程学呢？如何看待“爱滋病”？在社会上和政府机构，有好些思潮正威胁著传统的

基督徒价值观及文明的基石，我们当如何针对这些潮流发出挑战？我们怎样去影响

国会和法院？神既放我们在这民主社会，你、我的声音，是能影响到政治的演进

的，我们曾否尽到责任？（请阅 Charles Colson, Kingdoms in Conflict, 1987） 

 

8.配合宣教事工。今天的宣教工场，极需基督徒专业人员，例如电脑程式作

业员、飞行员、无线电信工程师、护士、老师（专门教导宣教士子女）、保健人员

等等。许多国家不欢迎传统的宣教士（例如共产国家、回教国家等），却迫切需要

专业人员。你该作怎么？你这行业里的基督徒同事该作什么？短期宣教的机会多得

不得了。 

 

9.考虑传道事奉。如果神让你有颗切盼在传道上事奉他的心，就认真在神面

前探讨，也许他果真如此呼召。 

 

以上这些事奉的途径和方向，都只是建议。每位基督徒在其专业上，都面临

著空前的挑战。神呼召你去从事你的事业吗？是的，除非你的职业本身是违反道德

或法律的、除非你逃避神召你在教会的讲坛上事奉，而不肯离开你的工作单位。否

则，是神呼召你“带职事奉”的。你当如何去反映出神的荣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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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E    WAKE UP CALL 2007: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 FOR  

CHURCH AND MISSIONS 

2007警鐘為誰而鳴：重建教會和宣教的基礎 
 

 

滿懷盼望 

  

放眼望去，教會似乎滿有盼望，今日的教會和世界也頗有樂觀。 

 

今年（2007）標誌著馬理遜來華兩百週年紀念。中國已是世界貿易組織

（WTO）的成員，正緊鑼密鼓地迎接（2008）北京奧林匹克的到來。在西方，福

音派超大型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着有創意的天才用音樂、戲劇、影音、視覺

藝術、舞蹈……等全新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敬拜。「新興教會（Emergent/Emerging 

Church）用創新的手法打動 21世紀的年輕人，建立群體生活，進入貧窮和需要的

人群中。福音派神學院招收的學生也在破記錄，使得學校，教授和教會顯得捉襟見

肘。 

 

教會的短宣隊伍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學生和成年人（特別在暑假期間）。大

型聚會如爾班拿宣教大會（如今已不在伊利諾大學 Urbana-Champaign校區舉行）

仍使我們想起從 1883年開始的學生海外宣教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雖然有科倫拜恩高中（1999年 4月），「9/11」（2001年），和維

州理工大學（2007年 4月）等挫敗，我們的年輕人似乎準備要以無私的奉獻精神，

關懷的群體精神，和頑強的決心，着手對付這個破碎世界的問題。志工在卡特里娜

颶風後涌入路易士安娜和密西西比。21世紀的成年人將重建他們父母的世代所遺

留下來的全球混亂。 

 

教會也許活著──但是她是否健康？ 

 
 

警鐘該響 

 

然而，也有一些讓我們擔心的「警示」。 

 

麥道衛（Josh McDowell，《鐵證待判》的作者）在 2005年的統計告訴我

們，（美國）福音派教會 91%的青少年並不相信宇宙中有絕對真理。新紀元的這

些觀念繼續在侵蝕著「基督徒輔導」（Christian counseling）這個行業（如張逸萍在

她的博士論文《不聖潔的聯盟》Unholy Alliance告訴我們的），也更在不知不覺間

藉著扭曲、半熟的真理（如《達芬奇密碼》所誇示的）挑戰著基督徒。福音派超大

型教會吸引成千上萬的人，福音派和靈恩派領袖繼續在羞辱中跌倒。福音派出版社

發行如巴刻所寫的《認識神》這樣堅實的暢銷書，和傅蘭姆（John Frame）的得獎

作品《神論》（The Doctrine of God），但是他們有些也出版天主教作家，和異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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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如《神的敞開性》（The Openness of God）──作者是賓諾克（Clark Pinnock），

他在書中斷言神不知道所有未來發生的事。福音派雖然有很多教材，福音派信徒中

也有很多敬虔的信徒與領袖﹐但西方教會仍在他們對聖經的無知中繼續休眠，滿足

於主日講臺簡短的搖籃曲和趣聞軼事，告訴他們“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人際關係”。我

曾在電視智力競賽節目中看到，有兩隊參加競賽的大學生，無法回答任何一條關於

聖經的問題。 

 

福音派各宗派的神學院（浸信會、改革宗、時代論、衛斯理，跨宗派，新／

半福音派）也許非常興旺，但是有些著有天賦的福音派神學家，不論是西方還是東

方（如香港），一個接一個接受邀請，在一些新福音派和非基督新教的學校中任

教。自由派出版社歡迎福音派神學教授的手稿。許多所謂主流的教會與宗派接納同

性戀者成為會員、牧師和主教。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師對成千上萬的人傳講

福音，但是卻認為神在最後審判時會接受非基督教的追隨者（1997年六月 1日接受

Robert Schuller訪問時表示）。2006-2007年，美國聖公會也正經歷長老會在 1930年

代所經歷的﹐除了這次有點不同：如今是非洲主教指派宣教士來向美國教會傳福

音。我們正在目睹另一波的背道，和福音派教會從主流宗派的出走。 

 

短宣隊伍年年繼續出征，鋪道路，蓋房子，和年輕人、窮人建立友誼。當他

們帶著影片回來報告時，教會也備受激勵。我們的年輕人在卡特里娜和維州理工大

學的餘波後繼續擁抱，流淚，彼此鼓勵，安慰，付出。他們也繼續在爾班拿簽下志

願卡，成為外國宣教士來事奉，靠主的旨意。 

 

但是在西方，教會的問題很嚴重。該是敲警鐘的時候了。 

 

當前危機 

 

靠著主的恩典，我從 1976年開始處理一些問題。在 1984年我發表了一篇敲

警鐘的文章，談到北美土生華裔在華人教會的需要；1989年﹐我呼籲教會要以建

立在聖經真理上的護教回應到海外求學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1997年我呼籲教會

要認識後現代的問題﹔然後在 2002年﹐提醒跨文化事奉機構，要為在中國事奉的

專業人士建造更堅實的真理基礎。 

 

現在是需要敲另一個警鐘的時候了。這次﹐教會要面對的是教會本身存在的

問題。這是我從 1985年以來就開始思想的問題（當時我正參加由世界華人福音事

工聯絡中心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所主辦的華人文化與福音研討會）。這個問題

是： 

 

在教會成長和宣教令人鼓舞的表象下，福音派教會本身的根基正在毀壞。不

少教會已失去她的認信，她對聖經真理的信仰。福音派教會，總結來說，正在成為

非福音派教會。從這個觀點來看，我們正在重新經歷 1900-1910年代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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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當時和現在 

 

1907年可以作為我們比較「當時和現在」的一個標記。儒家的科舉制度在

1905年被廢止了，在文化思想上為全中國留下一個的真空。宣教團體在 1907年慶

祝馬禮遜來華 100週年。基督教來華百年宣教大會（第三屆全國基督教宣教士大

會）在中國召開。宣教士覺得，中國這頭睡獅，就將要醒過來了。 

 

在北京，極端保守的慈禧太后，會在 1908年過世。1909年，美國宣道會商

人慕特（John R. Mott）會到美國、英國和歐洲旅行，為 1910年代愛丁堡世界宣教

大會建立支援。然後在 1911年，孫中山正在組織和募款的革命將推翻滿清政權。 

 

這些年代是以英國、歐洲和北美為根據地的宣教運動成長的日子。中國宣教

士的力量在學生海外傳教運動（1883年）興起後持續增長，基督教青年會

（YMCA）的會員在 1900到 1920年間大幅成長。西方宣教士人數到 1926年達到高

峰，有 8,000位在中國。中國新教教會的會員也在增加。1907年，宣教士的代表人

物如李提摩太已經在中國事奉了 35年，深刻地影響著 19世紀的中國歷史。在不久

的將來，有新一波的宣教士代表人物﹐如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賽珍

珠（Pearl Buck）、史諾（Edgar Snow），會在 20世紀中國歷史中留下他們的腳

印。 

 

但是，當中國和西方教會在數量和外展上增加的同時，教會的根基也在腐

壞。簡單說，教會正在放棄信仰。 

 

1870年代（緊接著南北戰爭，1861-65之後），美國大城市的社會力量正在

釋放：移民從南方涌入，包括新獲自由的奴隸和非新教的歐洲人。德國的大學為美

國教授提供新的觀念去教導：如達爾文的演化論，聖經批判學，自由派的神論、人

論和救贖論（在保守派陣營這邊，美國的福音派將首次提出時代論，始于 1870年

代的長老會）。到了 1880年代，長老會教會舉行了一個審判，對紐約協和神學院

（由長老會中同情復興的人士，在 1841成立）一個教授的自由派思想進行判決。

到了 20世紀的黎明，帶著自由派觀念（不相信如童貞女和基督復活的神蹟）的宣

教士已經開始航向中國。李提摩太從一個熱心宣教的神學院學生（1860年代，威

爾斯），變成一個普救論者──他所盼望的是一個世界性的宗教，能同時包容基督

教和中國哲學。 

 

到了 1920年代，不再有對自由派長老會牧師的異端的審判，而是一個運動

（由 Auburn Affirmation所代表的）──稱童真女生孕和基督復活的教義是「非基

要」的──也就是說基督徒不必相信這些真理，也能成為真的基督徒。到 1929年，

最重要的長老會學校，普林斯頓神學院，強迫優秀的新約教授梅欽離職。1925

年，保守派人士在德州成立了達拉斯神學院。 

 
 

腐爛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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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怎麼可能，在 1880年，學生志願宣教運動才剛組織起來，且福音派長老

會可以向一個聯合的神學院抗議其自由派觀點，然而在 1910年﹐李提摩太已經開

始宣講普救論；而在 1920年代，自由派神學已經控制了長老會教會？教會是否在

沉睡？我的看法是： 

 

 (1) 教會必須要有平信徒敬虔的基礎，但是光有敬虔，沒有教義的警覺，會

導致背道（自由主義）。 

 

 (2) 宣教運動不能只建立在熱情上，而要建立在不變的聖經真理上。若非如

此，世界的需要和機會（如 1900年正在醒來的巨人，中國）會席捲宣教士的心

志，轉移他們對福音絕對的宣講的注意力。 

 

 (3) 因此，神學院和宣教團體必須堅持為他們所征召的宣教士提供一個穩固

的教義基礎，以及為半途、成熟的宣教士提供持續的聖經教義教育。 

 

如果不這樣做，今天的教會就會走 1907年教會的老路。她會進入一個時

代，如同 1940年代的福音派，不會認得 2010年代所謂的「福音派教會」的面貌。

2010年代的福音派教會的認信，會與 1960年代的自由派教會的認信很類似﹐以致

於「福音派」這個標籤會變得毫無意義。 

 
 

該怎麼辦？ 

 

有什麼能做呢？有的，但這會需要福音派教會奉獻他們的心，血，汗，和

淚。 

 

 (1)  平信徒必須急起直追，以聖經教義﹐護教學﹐倫理學來教育自己，加強

對聖經的基本認識。 

 

 (2)  會眾必須堅持要求他們的牧師和講員深信聖經是神所默示的──每個

字，且聖經是無誤的，是前後一致的，以及它教導的是絕對真理。教會領袖（長

老﹐執事﹐退修會計劃者），必須警覺於是否有自由派的思想侵入教會的講臺。 

 

 (3)  牧師必須以充滿聖經教義的解經來佈道，而不該滿足於“心靈雞湯”式的

講道。 

 

 (4)  宣教大會可以恢復成聖經大會（如同 1870年代一樣）：要恢復聖經的

解經，和關於人的失喪的福音的教導。 

 

 (5)  需要強化目前的悔改運動，以及為北美教會的禱告。我們不止需要喚醒

美國，而是要高喊：「在美國的教會，轉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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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福音派教會和神學院必須把我們對世界苦難的回應，建立在神不只是個

愛的上帝（如同布殊總統在 2007年 4月 16日提醒我們的），而且也是掌權的上帝

的這個基礎上。耶穌仍坐在祂的寶座上。從這個榮耀的角度，我們在窮人和苦難的

人當中宣講神的國。 

 

(7) 福音派思想家對那些重要的、在智力上對教會的挑戰，要提供堅 

固、合乎聖經的答案：教會是否壓制真實的觀點（例如諾斯底主義）？異端的經文

（如多馬福音）是否真的是基督徒聖經的另一個選擇（更好的選擇）？耶穌真的結

過婚嗎？難道人最重要的需要不是「自尊」（self-esteem）嗎？我們不該愛自己

嗎？我們是否應該贊成按立先知和使徒？今天神在聖經以外還有新的啟示嗎？文化

（哲學）是不是神對人類的啟示？老子是不是先知？我們是不是應該放棄聖經是絕

對真理的宣稱？ 

 

我們是否還在沉睡？若是如此，有一天第三世界的教會要回來對北美傳講福

音。她已經開始這樣做了。 

 
April 1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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