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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華生命河靈糧堂特會『認識聖靈』               劉梅蕾師母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 

一．三位一體的真神 

a. 三位本質相同(約 10:30) 

b. 三位功能不同 

聖父是計劃者   聖子是執行者    聖靈是成全者 

c. 聖靈的名字  

   神的靈(創 1:2, 林前 3:16)，焚燒的靈，公義的靈 (賽 4:3)，主耶和華的靈(賽 

   61:1)， 施恩的靈(亞 12:10)， 你們父的靈(太 10:20)，真理的靈(約 14:17)， 

   聖善的靈(羅 1:4)，基督的靈 (羅  8:9)，生命的靈(羅 8:21)，神兒子的靈(加 

   4:6)， 神榮耀的靈 (彼前 4:14)，永遠的靈(來 9:14)，豫言的靈(啟 19:10)  

 

二. 聖靈的工作與表記  

 A. 聖靈與救恩－聖靈如鴿、聖靈如風  

      1. 救贖的工作: 使道成肉身 (路 1:35)，為基督作見證 (約 15:26-27;啟 19:10) 

              *表記:聖靈如鴿 (太 3:16; 路 3:22; 約 1:32-33, 創)  

 2. 救贖在個人身上, 使人知罪 (約 16:8-11) , 使人得蒙重生 (約 3:1-8; 多 3:5) 

                     *表記:聖靈如風(約 3:8; 20:22，徒 2:2-4; 結 37:9) 

                            聖經中”風”代表了神的工作，神的氣息，神的聖靈 

 

                 B. 聖靈與生活－聖靈如印、聖靈如水 

         1. 使人承受兒子的名份 (羅 8:15-17；加 4:4-7 ;聖靈的印證(弗 1:13-14)  

             *表記: 聖靈如印 

            在聖經中『印』乃是表明一種關係，是神與我們的關係。 

  

2. 過聖靈充滿的生活(弗 5:18-21) 

          *表記:聖靈如水(江河) (約 4:14; 7:38; 啟 22:1-2) 

             在聖經中”水”乃是代表生命，是一種滿足一切需要的生命，也是一種 



             活水湧流出去的生命。  

生命彰顯(power to be) 能力的彰顯(power to do)  

 

      C. 聖靈與教會－聖靈如火、聖靈如膏油 

          1. 五旬節聖靈降臨, 建立教會 (徒 2:17-18;32-33; 珥 2:28-32;賽 32:15;44:3) 

火的洗禮/能力的洗禮: 是使我們得著能力，為主作見證 

              *表記: 聖靈如火 

聖經中”火”常表明了神的降臨與同在，耶穌要用聖靈與火為我們施洗，要 

帶來生命的能力與事奉的能力。 

               

 

    2. 恩膏中的事奉  (路 4:14-21；徒 10:38; 可 5:27) 

         聖經中膏油的膏抹常代表神的權柄與能力, 教會被稱為是『基督的身體』受膏

者的身體。 

         *表記:聖靈如膏油      

  賽 10:27 『肥壯』原文是恩膏，主的恩膏要打破一切的軛。 

 

 聖靈的恩賜與恩膏  

  1. 恩賜的源頭 

a. 聖靈是分賜恩賜給人的神(林前 12:4;8-11) 

恩賜各有不同，但卻出自同一位聖靈 

b. 基督是恩賜所事奉的主(林前 12:5) 

事奉的型態雖有不同，但事奉的卻是同一位主。 

c. 父神是恩賜榮耀的對象(林前 12: 6)  

果效也有不同，卻榮耀同一位父神 

2.  恩賜的功用 

1. 為要叫信徒得益處(林前 12:7) 

2. 為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 

3. 為要榮耀神(彼前 4:11) 

3.  恩賜的根基 



1. 合一(林前 12:12-26)     2. 愛  (林前 12:27-13:13)   

     

4. 聖靈恩賜的三大類 

A. 啟示性的恩賜: 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向人啟示的洞察力，當這種恩賜 

運行時，使人脫離綑綁、轄制，得以 自由、釋放。 

a. 智慧的言語:神把合宜的經文放在你心中來幫助人，往往顯明神即將 

或未來要做的事。 

b. 知識的言語:神把病情的真相及神的心意放在你心裡，往往是這人過 

去或現在的景況。 

  c. 辨別諸靈: 神把某些背後屬靈的權勢指示你(如偶像..)   

      

B. 能力性的恩賜: 聖靈將超自然的信心與能力顯明在我們身上或透過我們來 

    彰顯，使神蹟奇事行出來，證實所傳的道。 

 a. 信心: 神使你有超自然的信心大膽的宣告 

 b. 醫治: 神藉著你按手帶來醫治 

c.  行異能: 神藉著你的超常舉動帶出能力(如仆倒..)，通常是超乎正常的規範中 

 

     C. 話語性的恩賜: 聖靈以超自然的方式對我們或透過我們說話，當這種恩賜運行

時，使人得到堅固、鼓勵、安慰、不再被定罪。  

 a. 說預言(林前 14:3) 

   造就 = 建立，從軟弱中得剛強, 勸勉 = 鼓勵，從灰心中得激勵 

安慰 = 憮恤，從傷痛中得醫治 

 b. 說方言(可 16:17，徒 2:6-8;11，林前 13:1，林前 14:2，4，14-15；19,22) 

 c. 翻方言(林前 14:13；26) 

翻方言也是需要信心的，神的靈可能只給你一個字，但你憑信心開口， 

神的靈就可以繼續感動你。 

 

4. 恩賜臨到的途徑 

a. 突來的靈感 

b. 異像或異夢 



c. 一句特別的經文 

d. 一個字或一句話的開頭 

  e. 聖靈的膏抹,一種突然貫注你身上的能力 

＊ 每一次都需要仔細查驗裡面的感覺, 並事後察驗果效 

＊ 對得醫治的人,鼓勵他去給醫生查驗,並憑信心持守醫治 

 

5.  如何在恩膏中事奉 

     A. 何謂恩膏(徒 10:38，可 5:27 約壹 2:27) 

     a. 恩膏是指神在我們身上的一種超自然的同在，使我們真實感到祂與我們同 

         在，這同在帶有權柄，醫治，釋放，福音的大能。 

     b. 這恩膏在服事中可以感覺到的，耶穌知道神的膏抹，祂能感受到能力與醫治 

         從祂身上流出。 

 c. 這恩膏不只是在主身上, 也是在我們信主的人身上.  [教會被稱為是基督(受膏 

    者)的身體] 

 B. 恩膏與恩賜 

 a.恩賜是聖靈賜給人服事的管道 

    b.恩膏卻是聖靈在某一個場合/時刻中的運作，為要成就神的工作 

 

       C. 認識自己是君尊的祭司(詩 63:1-2 彼前 2:5,9 啟 1:5-6) 

           *操練外院到至聖所, 成為恩膏的器皿 

a. 要被聖靈充滿 

b. 順從主聖靈的聲音 

c. 恩膏與禱告 

     用油抹盾牌(撒下 1:21b;賽 21:5-6)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弗 6:10-20) 

d. 常與有恩膏的人一起 

 

D. 恩膏在聚會中的彰顯 

1. 在不同的聚會中，聖靈有不同的工作。因此我們要有敏銳的心， 來察覺恩

膏是如何運行的。 



2. 恩膏運行時，人是被動的執行者，聖靈是主動的推動者，因此有人說我們

是”caught by the anoin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