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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文

二十世紀興起的靈恩運動，帶動了普世教

會的更新與復興，是過去教會歷史所未曾見

過的，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世紀發生過這麼多

的神蹟奇事，在全球各地點燃這麼多人熱切

追求宗教體驗的熊熊烈火，因此有人稱靈恩

運動為「第二次的宗教改革」。

聖靈神學也受到很大的衝擊。從教會歷

史來看，聖靈論的發展可分二大階段，第一

個階段是從早期教會到中世紀教會時期，聖

靈論的研究主要是從三一神論的角度探討聖

靈的位格，較少提到聖靈的工作。第二個階

段是從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開始，才更多談

及聖靈的工作。神學家馬丁路德和加爾文，

從知性和聖經真理探討聖靈的工作。馬丁路

德強調聖靈透過聖經在個人生命作改變的工

作；加爾文則強調聖靈在信徒心中做內在見

證的工作，肯定聖經所啟示的神的話語是真

實可信的。二十世紀的靈恩運動則從感性和

超自然恩賜的的角度探討聖靈的工作，震動

了改革宗的聖靈神學，雙方曾一度因自己的

堅持而僵持不下。聖靈工作的客觀聖經依據

和主觀靈恩體驗成為雙方論戰的焦點。

本文想從兩個角度來探討聖靈工作與台灣

教會的關聯性，一個是從教會歷史的角度，

一個是從實際情境的角度，希望能使雙方陣

營更懂得欣賞聖靈在對方陣營所作的工作，

共同領受聖靈在末後的日子更大的澆灌，歡

喜迎接主的再來。

一、聖靈工作的四大歷史流派

如同有四道江河從伊甸園流出，滋潤全

地，各有特色。從神寶座流出的聖靈活水江

河，也透過教會歷史所產生的四個派別，滋

潤了基督的身體，滿足了全地的需要。

1.	 天主教

認為聖靈是教會的「靈魂」，因為聖靈之

於基督的身體，正如人的靈魂之於身體。所

以聖靈的工作是隱藏在教會中，如同荷蘭改

革宗神學家伯可夫(H. Berkhof)所說的，聖靈

是躲藏在耶穌基督和教會生活的後面。甚至

有學者用「聖靈是附屬於制式化教會」的說

法來描寫聖靈隱藏的工作。聖靈的工作是見

證基督，基督的工作是建立教會。因此我們

可以這樣說，天主教強調聖靈的工作是建立

聖靈工作與台灣教會
◆謝宏忠 院長



二、靈恩運動對台灣教會的影響

1.	 還給聖靈應有的地位

神興起靈恩運動最大的目的，是喚醒普

世教會還給聖靈應有的地位，不要再躲在基

督耶穌和教會生活的後面，因為聖靈是三位

一體真神中的一位，與聖父、聖子同質、同

尊、同榮、同受敬拜。因此靈恩運動所帶出

的聖靈更新運動，必須先恢復聖靈的主導

權，還給聖靈應有的地位，因為聖靈是三一

神今日與我們同在最顯著的那一位。舊約時

代，神多次以祂的榮耀和顯現，顯出神的同

在。新約時代，神以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顯出榮耀的同在。耶穌復活升天後，聖靈澆

灌下來，在教會時代顯出神的同在。其次，

聖靈是行動的神，從創造天地、耶穌降生到

建立教會、拯救世人，沒有一個行動是聖靈

沒有參與的。聖靈不會活在真空之中，祂必

定會有所行動。這也是靈恩運動強調超自然

屬靈恩賜的原因，聖靈不再是活在學術象牙

塔中沉睡的巨人。

台灣教會受靈恩運動的影響，在渴慕聖靈

的追求中，經歷了教會的更新與復興。為了

除去教會對追求聖靈所產生的靈恩亂象的懼

怕，周神助牧師提出「紗窗理論」，歡迎聖

靈的風吹入教會，將蚊蟲擋在窗外。我加以

補充說明，紗窗的材質是健全的靈恩神學和

成熟的事奉團隊，就可以源源不斷經歷聖靈

更新的工作，使教會充滿生命的活力。

2.	 個人生命的更新與突破

靈恩運動所開啟的聖靈充滿閘門，將天

上生命河的活水傾倒下來，透過韓國的禱告

山運動和敬拜讚美運動，不只打破了死氣沉

沉、行禮如儀的慣性敬拜，更在人心中激起

尋求神的面和渴望看見神榮耀彰顯的熱情；

不但擴展了國度禱告的視野，豐富了敬拜神

學的內涵，也釋放出許多創新的詩歌和敬拜

團，更贏得了教會逐漸流失的年輕人。聖靈

也正在人心做歸回聖經的工作，因為以西結

三十七章所見的異象告訴我們，只有神的道

與神的靈結合時，生命的大能才能完整呈

現，神的百姓才能成為耶和華極大的軍隊。

在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神學上。

2.	 更正教

宗教改革後的基督新教(所謂的主流派教

會)認為聖靈的工作主要是改變個人的生命，

而不是為制式化教會效力。從重生得救到長

大成熟的成長過程，離不開聖靈透過聖經的

工作，使信徒的生命越來越像基督的生命。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更正教強調聖靈的工

作是建立在以基督為中心的成聖神學上。

3.	 福音派

除了延續更正教重生得救、聖經真理和成

聖成熟外，也強調對神毫無保留的委身，動

員全體教會向全世界傳講全備的福音，彰顯

救恩突破死亡、罪惡和苦難的大能，產生了

波瀾壯闊的普世宣道運動。因此，我們可以

這樣說，福音派強調聖靈的工作是建立在以

基督為中心的福音神學上。

4.	 五旬節派

靈恩運動所興起的五旬節派，也持續了

福音派將福音傳遍世界的精神，如同使徒時

代的教會領受聖靈的能力，將耶穌基督的見

證傳到地極。但與福音派不同的是強調說方

言、醫病、趕鬼等超自然恩賜，用神蹟奇事

印證所傳的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五

旬節派強調聖靈的工作是建立在以基督為中

心的靈恩神學上。

綜上所說，四大歷史流派的共通點都是

以基督為中心，只是強調點不同，如果大家

能夠互相包容，欣賞優點，避開缺點，便能

顯出基督的豐富。任何將聖靈的工作與基督

論和教會論分開的作法，都是危險的。福音

派和五旬節派曾經為了「聖靈的洗」和「聖

靈的充滿」有所爭執，但雙方都同意不管用

詞如何，最重要的是被聖靈充滿。而聖靈充

滿會以兩種模式呈現，我稱它為五旬節模式

和住棚節模式。五旬節模式是由上而下的澆

灌，跟事奉的能力有關，透過聖靈的恩賜，

彰顯基督的工作。住棚節模式是由內而外的

湧流，透過聖靈的果子，彰顯基督的生命。

這兩種模式都需要，不可偏廢，教會才能長

大成熟，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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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國福音運動的倍增擴展

靈恩運動開啟了教會權能事奉的大門，

特別在第三波的神蹟奇事運動中，溫約翰從

靈界的角度調整教會習以為常的世界觀，提

醒教會不要受理性主義影響而排斥聖靈的工

作。他提出「權能佈道」和「權能醫治」的

主張，強調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九大超自然恩

賜的彰顯，透過知識的言語、智慧的言語、

醫病、預言、信心、異能、辨別諸靈等恩

賜，使人經歷聖靈的大能，得著醫治釋放，

信服基督的福音，擴展神的國度。台灣教會

在風起雲湧的禱告運動和敬拜讚美中，進入

權能佈道、權能醫治、權能宣教的領域，信

主比例開始攀升，從多年一直停在2.4%，升

到7.9%(含天主教)，千人教會越來越多，跨

文化宣教的動力也越來越強。

4.	 國度合一家人同行的連結

第一波靈恩運動因堅持說方言是聖靈充

滿的唯一憑據，造成教會的分裂，產生五旬

節教派。第二波靈恩運動則視說方言為聖靈

恩賜的表現之一，才能在主流派教會中被接

納，進而在沒有離開原有教會的合一關係

中，追求教會更新。第三波靈恩運動也逐漸

打破福音派與靈恩派多年隔斷的牆，可以漸

漸在一起興旺福音。聖靈更在台灣不同宗派

的父老中作共融的工作，從牧者合一到地區

聯禱會的合一，從原漢同行到原客同行，合

一的廣度和深度越走越明亮。大衛鮑森在

《第四波》書中提到聖靈第四波的工作，是

正統派教會和追求靈恩教會的「對話與互相

接納」，正是台灣教會目前的寫照。最近

在宜蘭舉辦的合一聚會，與會人員是有史

以來涵蓋層面最廣的一次。看到教派與教

派、教會與機構、教會與神學院、族群與

族群、教會與職場、世代與世代、神學院

與神學院，都在國度合一家人同行的感動

中走在一起，真是神給台灣教會極大的恩

寵。

5.	社會公共議題的參與和轉化

雖然靈恩運動並未觸及社會公共議題

的參與，但所興起的聖靈更新運動，卻間

接帶領教會進入公共領域，不再對政治冷

漠，使靈恩運動與街頭運動有了對話的機

會。耶穌出來公開傳道時，唸了以賽亞書

六十一章禧年的經文，提到聖靈透過耶穌的

主要工作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使被擄的

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受壓制的得自

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其中所涵蓋的層

面不只是廣傳福音、領人歸主，更是要釋放

福音的大能，轉化職場，改變世界，使地上

的國成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國。如同〈賽

三十二15～17〉所說：「等到聖靈從上澆灌

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那

時，公平要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公

義的果效必是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

直到永遠。」因此聖靈全面性的工作，必然

會帶領教會對社會公共議題是否合乎神的公

義有所回應。以同婚爭議為例，2018年由下

一代幸福聯盟推動的愛家公投3案，不僅全數

通過，且有高達765萬票同意民法婚姻應限定

在一男一女的結合，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

雖然最後同婚問題仍以專法通過，但台灣的

社會都聽見了神對婚姻家庭價值的聲音。聖

靈也感動教會投入轉化職場七山的巨大工

程，以天國議會的新模式和新策略，在教會

五重職事領袖團隊的遮蓋下，分進合擊，從

走上街頭到走上山頭，使國家能夠在天國福

音的大能中被轉化，成為行公義，好憐憫，

謙卑與神同行的綿羊國和與基督一同作王掌

權的公義國度。

最後，我要說聖靈的工作和偉大的復興

運動總是從一小群人的禱告開始。值此後

疫情時代，撒但似乎關閉了教堂的大門，

聖靈卻開啟了無數的家門成為教會(Ekklesia 
Everywhere)。透過復興禱告小組一小群人的

禱告小火，要燒出一大群人湧入神國的復興

大火，邁向台灣未來榮耀的黃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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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見證

牧靈校友會于2016年9月成立，轉眼間已經

四年了！想當初一群懷抱著異象的第一

屆與第二屆碩班畢業生渴望能走在一起，帶

著從神所領受的愛與醫治的恩膏被差派到有

需要的地方，使人被恢復，得著自由與找到

人生命定。校友們決定回應呼召與需要，於

是開始組織和運作校友會！

初期的校友會比較聚焦在「向下扎根，向

上結果」，期待在愛的關係中，打好根基，

能逐步擴展，帶來美好與長久的祝福和影響

力。所以整個過程主要從三方面來呈現－

1.關係上：透過校友會連結學校與校友

們，讓學校成為校友會的遮蓋與在職訓練的

管道；而校友們成為學校的後援部隊以及支

持者。

2.專業上：學校老師們基於愛，願意繼續

祝福校友可以回學校有增進技能與專業的密

集課，除此之外還提供了精進團督的時光，

幫助我們校友們一方面繼續使用整合諮商服

事人，另一方面透過團督磨亮我們的專業兵

器。

3.服事上：因著一些連結的教會牧者以及

生命培訓學院對我們的信任，讓校友們可以

進入這些教會與單位服務需要的弟兄姊妹和

學生們。

每一年年初，我們都有安排校友會講座

與會員大會，透過邀請來的講員（都是學校

授課的老師們）在整合諮商的三股相關專業

上，裝備與提升校友們的生命、與神的關

係、專業技能、以及寬廣的視野。

在2019年初，校友幹部們渴望不只是年初

可以聚集校友、彼此分享與連結，大家更期

待能有校友退修會，我們在籌備過程中，看

見天父的恩手帶領與鋪設一切的需要，讓去

年的9月可以在東北角的翡翠灣舉辦第一屆牧

靈校友退修會。透過退修會，吃住在一起、

彼此分享與打氣，不單單有好的休息，更讓

人開心的是在關係上更加熟悉與連結。

在退修會中，謝院長為牧靈校友領受的三

個三：

1.三面葉子：同一棵樹有三片葉子，位

於不同高度不同方向，代表前後期的校友彼

此的團契關係，這是神給予校友會的角色功

能。

2.三個水池：是不同顏色，代表校友們次

專業的發展，不論在協談、內在醫治和屬靈

操練三個領域的發展都可以不斷地提升！更

深化！

3.三個噴水池：三層的噴水池，是聖靈的

水泉！不同層次的水是跨地區、不同接觸的

對象、不同經驗會形成的連結，產生更大的

影響力！透過校友會資源連結、人力連結！

校友們的多樣化、服務的多樣化、資源的多

樣化！

透過這啟示性預言激勵校友幹部們的心，

讓我們信心的眼睛被打開，看見一批批學弟

妹畢業，校友會有更多的生力軍加入，各個

都在助人者的專業與生命上身懷絕活和恩

膏，看見牧靈校友要遍滿各地，逐漸開花結

果。

很感謝神！第一代的校友會幹部團隊也

興起新的幹部們，望著新團隊，心中充滿感

恩與雀躍，因為相信神要做更大、更美與更

榮耀的事！如今，我與智豪牧師卸下第一期

與第二期的校友會會長與副會長的角色與職

責，我們仍會與新一屆的會長陳敏莉、幹部

團隊和校友們一起前進在神所託付的異象

中。歡迎各屆牧靈畢業生一起承接使命！

◆牧靈博四班／董佳音



靈浪潮，就算暫時不能直接到當地駐點，仍

然在邁向「地極」的路上，神的時間和方式

才是真正的最短捷徑。

擺脫屬靈潔癖症候群

信主以來，有一度我患有「屬靈潔癖症

候群」，我無法唱詩歌以外的歌曲，我所看

所思所想幾乎都是以信仰為中心。有一次，

當我照著司琴課本練習彈奏一首流行歌的兩

句歌詞「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請溫暖他心

房」，當下我不停流淚，我很驚訝聖靈會受

這段歌詞感動。這種感覺很類似彼得聽見主

對他說吃不潔之物的經歷，我感受主邀請我

更多進入不信主人群的生命中，用更寬廣的

角度去尋找並牧養主的羊。

約莫三年多前我的大哥離婚了，我萬萬沒

想到因為這個家庭悲劇，我的大哥信主了，

今年母親節也跟大嫂復婚了。主對我大嫂

說：「傻孩子，我接納妳回神的家，妳丈夫

回家了，妳也應該對他說：『傻孩子，回家

就好！』」神透過這件事讓我不怕事奉過程

中所遭遇的悲劇，凡事盼望、熱切期待神蹟

的來到。   

神奇老爸對我笑一笑

今年是我回應全職呼召滿十年的日子，十

年前在報考神學院之前，我父親的心臟需要

做更換瓣膜的手術，當時慕道十年的父親決

定受洗，建造過許多公共工程的他，親自監

督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工程，將祖墳改

建成基督教的樣式，他說：「我信耶穌，祖

宗也要跟我信耶穌。」今年二月初，父親安

息主懷，在剪輯追思短片時，「阿爸對我笑

一笑」這首詩歌的旋律在我耳邊響起，神稱

許我的父親是個「神奇老爸」。如今，在天

上我有兩位神奇老爸在為我加油，看著我繼

續奔跑我的傳道天路歷程。

我深知未來將會更多充滿神的奇妙作為，

我的神奇老爸會露出笑臉與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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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巡禮

◆	21屆校友／張淑娃

「地極」這兩個字對我有很獨特的意義，

它代表了我傳道生涯的起點與終極目標。在

我信主不久時，有一次被聖靈充滿，我開始

講方言，最後我聽到自己將所講的方言翻譯

出來：「把福音傳到地極！你把福音傳到地

極！」當時我問神:「哪裡是地極？」就在那

一陣子，我一直聽到有人分享中東的事，慢

慢的，我領受神給我的地極就是中東。而這

十年來，我對如何邁向地極有許多學習。

地極路程新體驗

在回應全職呼召的初期，我的一大考驗就

是學習在必要時，能立時將我習慣的學術派

哲學思緒和術語轉成貼近日常生活的親切風

格，操練倚靠聖靈向什麼人就做什麼人，透

過神去看見人心的真實需求，我在牧養上的

許多慘痛教訓，教導我每個人心都是個「地

極」，若不肯放下自己的想法和堅持，不肯

倚靠聖靈，是無法進入每顆心的地極。

在我牧養的最深暗夜中，一位單親媽媽

跟我說，她要跟著我，因為她看到愛心和她

所要的生命特質。其實她所經歷的是上帝自

己，我這個傳道人只是上帝的器皿罷了。神

的呼召是支撐我渡過挫折的最大力量，其中

有莫大的盼望與安慰。

最近這五年，我兼職擔任教會以色列「憐

憫帳幕會堂」事工的聯絡窗口，

我對以色列的了解是在過去這五年中才算

真正開竅了，最重要的是求問神對中東局勢

和事工的看法，聖靈觀點才是關鍵，而不只

是看著時事去禱告。

神也改變了我對傳統中東宣教路徑的觀

念，全新而多元的中東宣教方式是當今的聖

回首十年邁向地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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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摯邀請

靈神校友與學院師長一起

在「溫泉」與「關係」中重新得力！

【退修會日期】2021年1月24~26日

【退修會地點】礁溪兆品酒店

【報名截止日期】2021年1月11日

2021年招生行事曆

校友退修會

email請寄：wendy.chen@breadoflife.taipei

‧海外、國內報名	 3/1起線上報名，5/31截止

‧國內筆試、口試			6/19

‧放榜通知	 							6/30前

‧新生訓練	 							8/16-20

‧靈神體驗日（半天）4/28	（僅限神學本科）

 

‧報名										3/1起線上報名，5/15截止

‧筆試、口試			6/5

‧放榜通知					6/30前

‧新生訓練					8/16-17

‧招生說明會	4/25(日)	14:30	新店矽谷新院

  神學本科  牧靈諮商碩士班/證書科

學院要聞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