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神學（三）(Systematic Theology)
聖靈論（Pneumatology）：認識聖靈
認識聖靈是三而一神中的一位，有其獨特位格；是得榮耀之基督的靈，受差來完成神永
遠的旨意。
弗 1:14

這聖靈、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原文作質］直等到
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

神之民［民原文作產業］

第一堂、聖靈的位格
(一) 聖靈的所是
(二) 聖靈的降臨
第二堂、聖靈的得著
(一) 聖靈的內住
(二) 聖靈的澆灌
第三堂、聖靈的工作
(一) 聖靈的恩賜
(二) 聖靈的作為
教會論（Ecclesiology）：認識教會
教會論包括教會的意義、性質、特性、組織與使命。認識教會乃是神所召出來的一群
人，是那些與基督及其救恩祝福有分的人之總稱。教會要被建造，成為基督的新婦。
太 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不能勝
過他。［權柄原文作門］
第四堂、教會的意義
(一) 教會的字義
(二) 廣義與狹義的教會
(三) 教會的預表
第五堂、教會的所是
(一)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與新婦
(二) 教會是永生神的家
(三) 教會乃是一個新人
第六堂、教會的建造
(一) 建造的藍圖
(二) 建造的根基
(三) 建造的完成
第七堂、教會的治理
(一) 長老和執事的職分
(二) 牧養和教導的職分
(三) 各種聚會和聖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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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神學（三）
「系統神學」是將舊約神學、新約神學與歷史神學做一整合的研究，從聖經裡面找到了對神
的知識以後，把它系統化，有條理、有次序的再把它編排成系統，這個叫做「系統神學」。
第一堂 認識聖靈(一)─聖靈的位格
一、三而一神中的一位，有其獨特位格
神只有一位，但有明確的三個位格，聖父是神，聖子是神，聖靈是神；但不是三位神，而是
一位神。三位一體的三個位格能夠分辨，卻是不能分開來的；三個不同的位格，卻只有一個
本質。我們只有一位神(申六 4,加三 20)。祂是父(賽六三 16)。祂是子(賽九 6,約二十 28)。祂
是聖靈(徒五 3~4)。祂是父、子、聖靈(太二八 19)。子就是父(賽九 6)，主就是那靈(林後三
17)。父、子、聖靈乃是一位神(太二八 19, 啟一 4~5)。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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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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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後 13:14 願主耶穌的恩惠，神的慈愛，聖靈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一) 聖靈不是能力而已，聖靈就是神
1. 神的靈在創造中顯出
創 1:1~2 起初神(以羅欣)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靈運行在水面上。
(創世記第一章全章的「神」字是眾數的，神字所用的動詞卻是單數的。表明神是三而一，一而三
的。)

2. 神的靈降在子神的身上
太 3:16~17 耶穌受了洗、隨即從水裏上來．天忽然為他開了、他就看見 神的靈、彷彿鴿子
降下、落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說、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3. 欺哄聖靈即欺哄神
徒 5:3~4 彼得說:“亞拿尼亞！為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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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不是欺哄人，是欺哄神了！＂
4. 聖靈是和神同等、同質的
(1) 永恆
來 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靈、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 神、他的血豈不更能洗淨你們的
心［原文作良心］除去你們的死行、使你們事奉那永生 神麼。
(2) 無限
詩 139:7 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靈‧我往那裏逃躲避你的面。
(3) 全知
林前 2:10 只有 神藉著聖靈向我們顯明了．因為聖靈參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參透
了。11 除了在人裏頭的靈、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了 神的靈、也沒有人知
道 神的事。
(4) 管理教會的主權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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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他們既被聖靈差遣、就下到西流基、從那裏坐船往居比路去。
徒 20:28 聖靈立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 神的教
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來的。［或作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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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聖靈是有位格的（personality）
1. 會說話
徒 8:29
啟 2:11
2. 有智慧
林前 2:10
3. 有情感
羅 8:26

聖靈對腓利說、你去貼近那車走。
聖靈向眾教會所說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只有神藉著聖靈向我們顯明了．因為聖靈參透萬事、就是神深奧的事也參透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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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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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4:30
4. 有意志
林前 12:11 這一切都是這位聖靈所運行、隨己意分給各人的。
5. 有思想
徒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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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每西
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靈卻不許．

二、舊約神的靈成為新約的聖靈
在舊約中，我們看到聖靈臨到人身上，不是在人裏面。在新約中，我們也看到聖靈降在人身
上，但新約也說到人是聖靈的殿，這意思就是聖靈住在人裏面。
(一) 聖靈是得了榮耀之耶穌的靈
約 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說、人若渴了、可以到我這裏來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說、從他腹中要流出活水的江河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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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2:33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舉、［或作他既高舉在 神的右邊］又從父受了所應許的聖
靈、就把你們所看見所聽見的、澆灌下來。
1. 主的靈
林後 3:17 主就是那靈．主的靈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
2. 神兒子的靈
加 4:6
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靈、進入你們［原文作我們］的心、呼叫阿爸、
父。
3. 耶穌基督的靈
徒 16:7 到了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靈卻不許．
腓 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靈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彼前 1: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靈、豫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來得榮耀、是指著甚麼
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二) 聖靈是保惠師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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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永遠與你們
同在、
約 16:7 然而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與你們有益的．我若不去、保惠師就不到你們這
裏來．我若去、就差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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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真理的聖靈(The Spirit of Truth)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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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在你們裏面。
約 15:26 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來、就是從父出來真理的聖靈．他來了、就要為我作見
證。
2. 生命的聖靈(The Spirit of Life)
羅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不定罪了。
羅 8:2
因為賜生命聖靈的律、在基督耶穌裏釋放了我、使我脫離罪和死的律了。

三、聖靈的降臨
(一) 那新的日子——聖靈時代的來到
約 13:1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離世歸父的時候到了．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
愛他們到底。
約 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約 16:23 到那日、你們甚麼也就不問我了．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若向父求甚麼、
他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
1. 新日子的先決條件——主必先離去
（1）主離去不是一個損失，乃是一個得著
（2）主離去不是遠離乃是親近
2. 新日子的根基——父己將萬有交在主手裏
約 13:3 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且知道自己是從 神出來的、又要歸到 神那
裏去、
3. 新日子是裡面時代的開始
(二) 聖靈的降臨——在人裡面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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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他永遠與你們
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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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在你們裏面。
約 20:21 耶穌又對他們說、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了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22 說了這
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說、你們受聖靈。
約翰福音十四章的應許乃是在二十章得著應驗。在主晚餐上的應許，在主復活那天應驗了。
內住的聖靈，就是藉著主的吹氣所分賜，並基於祂的復活而有的，乃是為著生命。
(三) 聖靈的降臨——在人身上
路 24: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降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領受從上頭來
的能力。
徒 2:1
五旬節到了、門徒都聚集在一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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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來、分開落在他們各人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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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行傳二章五旬節乃是路加福音二十四章的應驗。聖靈降臨在人身上的聖靈，就是基於主
的得榮耀而有的，乃是為著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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