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上加靈—— 一代忠僕滕近輝牧師

之「靈力長進」聖靈觀

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 : 229-252

一　引言

已故香港宣道會北角堂堂主任、名譽顧問牧師滕近輝博士（1922-
2013年），是當代著名的華人神學家和主內忠僕，屬靈著作等身，譽滿國

際教會界。前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董事會永遠榮譽主席金新宇便評價滕

牧師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典範傳道人」；前基督教華僑佈道會總幹事王光

霞稱滕牧師是「敬虔、謙和的神僕」；突破機構榮譽總幹事蔡元雲稱他

「靈力充沛」。
1 

綜覽滕牧師的神學著述，每多細述個人和古今中外屬靈

偉人的聖靈充滿經歷，高舉聖靈的大能大力，對聖靈種種工作亦多條分縷

析。其聖靈觀念實乃其神學體系的核心部分和主線之一。本文根據滕牧師

所著的神學專書、論文、講章及回憶錄等文獻，尤其《靈力剖視—— 聖靈

比喻研究》（1979年）和《在聖靈中長進》（1996年）兩部專論聖靈充滿

1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二版修訂（香港：宣道，2009)，頁31，
36，43～44，50，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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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名著，考察他在七十和九十年代分別建構兩約異象歷史為本的「多

元靈力」聖靈觀，和新約保羅神學本位的「屬靈長進」聖靈觀的時代背景

和個人屬靈經歷，分析這兩個以靈力靈命為中心的聖靈觀的淵源、內涵及

特色，揭示兩者的傳承更新關係。

二　三十至七十年代經歷個人聖靈充滿及內外教會的聖

靈工作

滕牧師憶述早於1937年隨母親和三姐抗日逃難到安徽省縣教會難民

營時，十六歲的他已感到自己是罪人，在教堂跪禱徹底認罪，「心中滿

了喜樂平安」，首次被聖靈充滿，「進入與天父直接交通的經驗裏面」，

展開重新得救和基督徒的生活，從此「對天父的感覺和關係與以前完全

不同」。
2 

他在亳縣基督教浸會懷恩學校執教中英語文，決意追求聖潔的

心，參加教會祈禱會，帶領學生佈道隊到處傳福音。神讓他在城外目睹墳

墓失修白骨暴野的情景，領悟到人生短促，被「聖靈感動決志獻身傳福

音、拯救人」。可知滕牧師一生獻身福音，正是首次被聖靈充滿所結出的

屬靈果子。
3 

他在陝西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攻讀外文系期間擔任中國內地會

宣教士孔保羅牧師夫婦（Rev. & Mrs. Contento）主持基督徒學生團契詩班

指揮，獲孔氏夫婦循循善誘，參加團契聚會和退修會，曾在通宵祈禱會經

歷「聖靈帶來禱告的追求與熱誠」，開始通宵祈禱，明瞭禱告與聖靈工作

的密切關係，獲得靈性上的幫助。
4 

他憶述1945年重慶第一屆全國各大學

基督徒學生夏令會中聆聽趙君影牧師所講題為「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

比這些更深麼？」的講道，當時「聖靈明顯動工，聽眾深受感動」，他跟

其他學生回應趙牧的獻身呼召，首次公開表明決心，增強奉獻心志。他認

定這次聚會和1947年南京第二屆夏令會中聖靈的工作，為他「帶來明顯的

復興」，因而赴英國愛丁堡大學修讀神學。他帶着對聖靈工作的感恩學

習，每早讀經，深信聖靈引領他走上神學裝備供主使用之途，銘記「神所

2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香港：宣道，1996），頁28；滕近輝：《都是恩典》，
頁12～13。

3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3～14。
4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2；滕近輝：《都是恩典》，頁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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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的大恩典」。
5 

他回想1950年底神學畢業遷居香港，在正式事奉前，聖

靈提醒他通宵祈禱仰望主，認為「這是聖靈的感動」，於是以信心禱告展

開香港事奉之旅。
6  

聖靈對滕牧師的眷顧永無休止，當時趙牧師創辦《學聯報》，邀請他

為主編撰寫福音文章。他在文字事工中常感到聖靈的大能工作，當時喜樂

福音堂的胡恩德先生也稱讚其「信息裏面有聖靈的工作」，使滕牧師倚靠

聖靈能力事奉得到肯定。
7 

鄺炳釗博士憶述滕牧師還經歷一次聖靈工作：

他「順從聖靈的感動」，把月薪四分一作奉獻，讓讀者蒙福。
8 

滕牧師還

目睹聖靈的另一作為：香港多間教會藉着夏令會復興青年人，「興起不少

傳道人和帶職事奉的基督徒」，增添他對聖靈大能工作的信心。
9 

為了認

識倚靠聖靈禱告的大能奧祕，他在1956年接受香港宣道出版社託付中譯神

學家邦茲（E. M. Bounds）著《祈禱出來的能力》（Power through Prayer）
的工作。這書讓他認識到「祈禱是講道者最強有力的武器，它將生命與力

量加於他所作的一切事上，它本身就是無敵的力量之源」，在聖靈裏祈禱

是當時的需要。
10 

他還在譯書時經歷聖靈充滿：

心裏得到很奇妙的充滿。我一面繙譯，一面我的眼淚滴下來。稿紙上

有很多眼淚。我心充滿了禱告——湧出來的禱告。……喜樂的眼淚常

常湧出來。這樣一連保持兩三個月。
11

 

他確信這次聖靈充滿帶來屬靈禱告的大能，接着在紅磡教會講道的

「主日崇拜，竟自然的變成熱烈的祈禱會」。他認定這次經歷成為以後

事奉的祝福，每次禱告重讀邦茲這書都帶來「感動與幫助」。
12 

他在後來

七十年代初翻譯傳教士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著《藉我的靈》（By 

5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2～13，62；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1～23。
6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3；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8。
7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28。
8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44。
9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3。
10 邦茲著，滕近輝譯：〈祈禱出來的能力〉，滕近輝編：《飲於能力之源》（香港：宣

道，1974），頁60，69，72。
11 滕近輝：《靈力剖視》（香港：天道，1979），頁170。
12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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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pirit ）中有關古氏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東北和華北領導復興運動內容

時，也鑑於聖靈在各地的工作而大受感動。
13 

六、七十年代，滕牧師逐漸到亞洲各國參與宣教聚會和研討會，多次

在日本和韓國的崇拜講道和祈禱會中經歷聖靈充滿，結出福音碩果。他憶

述1975年東京和北海道的凱錫克培靈大會（Keswick Convention）講道中

的聖靈經歷：

那時我在日本領會。我向主求充滿，主就給了我。我心裏面再一次有

一種特別的感覺。……主也給了我工作上的能力。我記得有一次，

講了一篇很平淡的道理，講完以後，有一位二十幾歲的弟兄站起來認

罪，……聖靈使他知罪認罪，使他復興。我心中興奮的感覺繼續了約

三個月。
14

 

他認為東京與會者為聖工奉獻達十萬美元也是聖靈感動的果子。
15 

韓

國聚會如1974年的「福音大爆炸」（Explo' 74）和亞洲差傳研討會的聖靈

經歷更具震撼性，「每次都被那裏教會的禱告熱誠與教會增長的速度深深

感動」。他指出1974至1980年間韓國基督徒人數增至千萬，各宗派增長，

黎明前禱告會持續不減，深信諸復興現象皆因韓國信徒普遍追求聖靈工

作，是「聖靈在現代的工作」。
16 

三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逐漸蘊釀禱告能力本位之

聖靈觀念

滕牧師身處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光怪陸離的時代」，多次親

歷聖靈充滿和恩膏工作，決心在教會方向不明的十字路口尋求在聖靈光照

中探索「繽紛雜陳的路標」，根據聖經勾勒信徒的理想屬靈路線，在1971
年撰成《路標》，作為信徒和教會發展的方向指標。他提出信徒跟基督聯

繫步向生命歷程中，聖靈充滿是生命力來源的積極面，聖靈所感動的良心

是生命內在嚮導，聖靈賦予信徒九方面佈道建教的能力：（1）供應佈道

13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08。滕牧師中譯古約翰書的部分，即是他編譯《飲
於能力之源》第叁章〈教會復興實況〉。

14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70；滕近輝：《都是恩典》，頁XIII。
15 滕近輝：《都是恩典》，頁91。
16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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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所需要的能力、（2）傳教士獻身、（3）國外佈道獻金、（4）佈道

策略、（5）建立本地教會、（6）愛心服務、（7）大規模佈道、（8）信

徒合一、（9）主再來前聖靈澆灌教會。又以約翰 • 衛斯理、戴德生及葛

培理等十位近現代屬靈偉人獲得能力的自述為例證，提出屬靈信徒「在獲

得能力的路線上，有一致的經驗——禱告與聖靈的充滿」，提出信心禱告

帶來聖靈充滿的聖靈觀核心概念。
17 

書成後他「常常在各地教會中宣講關

於聖靈的信息……一直抓住這一個重點」。
18 

可知他在這書形成禱求聖靈

充滿的聖靈觀雛型以後，有計劃地長期藉着在內外教會有關聖靈課題的

宣講，構築具系統的聖靈觀。他在1975年撰成的《時代的挑戰》和《我是

誰》兩書及1978年的講道文章中，便發展出聖靈能力是改變世界四大能力

之一和神所賜五大能力之一，聖靈風向導引當代教會成就三方面事工，造

就信徒良心、靈性平衡物慾、靈命之律與基督救贖共成救恩等觀念，日漸

豐富其多元靈力本位的聖靈觀。
19 

四　七十年代末建立兩約異象歷史本位「多元靈力」聖

靈觀

（一）背景

甲　西方及南韓教會的禱告靈命復興風氣

七十年代初起，滕牧師積極參與歐美日韓等國的講道宣教，感染了諸

地教會以信心禱告追求聖靈充滿工作的屬靈復興風尚。他在1974年瑞士洛

桑世界宣道會議中，當「新聖靈行傳」影音節目主持人提出「神的以利亞

在口哪裏？」的呼召時，便禱求「使我多有一點以利亞的心志」。這呼召

感動他一直尋求聖靈充滿，像以利亞滿有信心、禱告、奉獻精神及能力的

火。他目睹同年韓國「福音大爆炸」大會晚間聚會，有一隊年輕人跑向會

17 滕近輝：《路標》（香港：宣道，1971），再版序、代序及頁43～45，53，70～77，
248～274。

18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6
19 滕近輝著：《時代的挑戰》（香港：宣道，1975），頁22～29，110～113；滕近輝：

《我是誰》（香港：道聲，1975），頁61～62，82～84，162～164；滕近輝：〈神所賜的五
種能力〉，收氏著：《一份禮物—— 給事奉的人》，增訂版（香港：中神，1990），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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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同聲呼喊「耶穌革命！聖靈能力爆炸！」，深受感動，認定這幾十萬人

聚會「表現了聖靈爆炸的能力」，增添禱告信心。他認定韓國信徒的熱切

祈禱令聖靈作工促使信徒激增，禱告與神計劃的推進有密切關係。
20 

乙　教會出現軟弱歪風和信仰危機，萌生末世意識

當時教會愛心冷淡，信徒縱慾軟弱，「淫風漸漸影響基督的教會」，

禍及青年甚至教會領袖，又出現反權威傳統的「末世反叛潮流」。假先知

當道，教會信仰破產。滕牧師據諸亂象認為末世已臨，而針對這些信仰危

機主張信徒「需要新酵——聖靈的能力」，讓「基督藉着聖靈美化我們的

人生」，讓「焚燒的靈」燒淨信徒的不聖潔。信徒要效法以利亞避免靈性

受環境影響，追求愛神愛人心志，養成順服神的精神，產生「屬靈的權威

和屬靈的能力」，堅定信心，制裁罪惡，像以利亞勝過拜偶像先知，復興

教會。
21 

丙　國內的教會逼迫與門訓意識

面對七十年代國內教會受政府壓迫，滕牧師鼓勵信徒尤其國內信徒仿

效摩西長期為神燃燒聖靈之火，保守愛主的心，堅持信仰。他以一名女信

徒憶述1973年浙江省一羣基督徒在山頭舉行黎明禮拜為例，提出神在任何

環境都能保守信徒，「聖靈的火能夠在屬神的人心裏繼續燃燒」。
22 

又以

神吩咐摩西訓練領袖和以利亞開設先知學校為例，指神能在試煉中幫助信

徒克服軟弱，主張今天是訓練的時代，門訓是教會增長的祕訣。
23 

丁　時代使命與華人差傳事工傾向

尋索聖靈風向決定教會發展方向的時代使命感，催促滕牧師借鑑教會

史上「聖靈之風吹起」時先覺者抓住機會成為時代先知的見證，主張信徒

「學習乘着聖靈工作的機會而工作」，充當時代先知，按聖靈帶領推動差

傳植堂事業：

20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50，52～53；滕近輝：《都是恩典》，頁xii～xiii，101。
21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30～31，40～41，54，58～60。
22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44～45，49。
23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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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之輪正在帶領華人教會，走上差傳事工的道路。……擴展——每

一間教會把他們的心胸擴展……把福音從本堂，擴展到本堂以外的地

區。這是教會增長的要素。……會友的祈禱增加……讓全世界的華人

教會復興起來傳福音！
24

戊　宣道會創立人宣信牧師的新約靈力聖靈觀的深遠影響

滕牧師仰慕宣道會創立人宣信牧師（A.B. Simpson, D.D.1848-1919
年）的事奉生命「流露着聖靈充滿的各種表現」，在1974年已中譯其名著

《上面來的能力》第二冊（Power From On High: The Holy Spirit in the New 
Testament ），改名《能力的澆灌》，呼喚華人信徒「對聖靈能力的渴慕

與追求」。滕牧師重視其書所倡舊約時代「神將聖靈賜給特別的人物，為

要完成衪特別的工作；但在新約時代，神應許將聖靈澆灌在一切信徒身

上」，「是賜能力及助人工作的靈，更是生命，聖潔，使人與神相交的

靈」之說，
25 

把它闡發成為兼重兩約異象歷史的「多元靈力」聖靈觀的一

個基礎觀念，也一直影響其聖靈觀發展，以至九十年代中誕生新約保羅本

位的「屬靈長進」聖靈新觀。這書以新約為本，偶及舊約史例，以宣牧所

處十八世紀後期為背景，
26 

圍繞聖靈的充滿表現、屬性能力及契合工作三

大主題闡明能力本位的聖靈觀，說明二十八個概念：（1）聖靈充滿的榜

樣；（2）聖靈如火施洗信徒；（3）聖靈使信徒如滿油器皿；（4）信徒

獲得平等聖靈恩賜；（5）聖靈如活水江河；（6）聖靈乃第二位保惠師；

（7）聖靈如風火；（8）聖靈賜予信徒超自然能力；（9）聖靈充滿的現

象與條件；（10）聖靈是信徒生命的律；（11）聖靈是成聖之靈；（12）

聖靈組成基督身體―合一的教會，賦予生命能力作工；（13）聖靈如膏油

與印記；（14）聖靈給信徒結出多樣屬靈果子；（15）聖靈如印和光帶給

信徒福分；（16）信徒在聖靈裏與神、人交通；（17）聖靈是愛的靈；

（18）不可消滅聖靈感動；（19）聖靈是啟示的靈；（20）聖靈給信徒帶

24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97。
25 宣信著，滕近輝譯：《能力的澆灌》（香港：宣道，1975），譯序，頁2。
26 宣信引為旁證的舊約經文包括：摩西經書：出埃及記、民數記、申命記；智慧書：詩

篇；大小先知書：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但以理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等。
他在1895年撰成《能力的澆灌》英文原本，由Harrisburg, PA: Christian Publication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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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重生更新；（21）聖靈跟十架基督和信徒同在同工；（22）聖靈以嫉妒

的愛召人歸主；（23）聖靈是榮耀的靈；（24）聖靈是恩膏、勝利、見證

的靈；（25）在聖靈裏禱告；（26）聖靈是神寶座前的七靈；（27）聖靈

向七類教會傳遞信息；（28）聖靈傳遞最後信息——衪與基督再來，賜予

信徒復活素質，完成大使命。
27

諸概念如比喻、象徵性的啟示教訓，成為

滕牧師「多元靈力」聖靈觀尤其新約異象啟示的種子，獲得闡發。
28 

己　宣道會陶恕博士的聖靈能力觀與國內復興運動領袖古約翰的屬 

 靈工作的啟發

1974年滕牧師中譯了宣道會講道家陶恕博士（D r. A. W. Toz e r）著

《引往能力之路》和二十世紀初中國北方屬靈復興運動領袖古約翰著《教

會復興實況》（原著《藉我的靈》部分內容），連同《祈禱出來的能力》合

編一書，名為《飲於能力之源》。兩人解釋聖靈能力的真知灼見啟發滕牧

師構思靈力本位聖靈觀。陶恕指聖靈「於五旬節降下，賜給教會完成使命

所需要的能力」，包含屬靈能力、屬靈恩膏、屬天品質、神有功效能力及

神的感動力，勉勵信徒結出順服果子，養成屬靈生命，履行神所定的條

件—— 合一的心，聖靈工作與運行便愈有能力，復興教會。滕牧師認為其

信息揭示聖靈「能力的祕徑」，對今日教會極為重要。
29 

他亦為古約翰所

述北方教會復興運動中信徒「禱告的熱誠」、「聖靈能力」、「聖靈動工」及

信徒到處傳福音的聖靈能力彰顯盛象，深受感動。他認定復興運動歷史對

於目前教會追求聖靈工作，甚有幫助。
30 

他自言三書「使我更深的進入其

精意之中」，流涕感恩，
31 

成為其靈力本位聖靈觀的重要來源之一。

庚　早期國內傳教士與華人教會領袖的屬靈經驗見證

近代中國屬靈偉人如戴德生牧師和宋尚節博士的屬靈事蹟，啟發滕

牧師追求聖靈充滿的大能力。他細讀戴氏傳，明白戴氏「在神裏面工作，

27 宣信：《能力的澆灌》，頁1～318。
28 《靈力剖視》指聖靈如手使信徒看見神的榮耀異象，引宣信所說神透過基督和永遠榮

耀亮光的兩種眼光看屬衪的人，又引其以聖靈如江河比喻，申論聖靈如水的大能工作，消滅
信徒的舊人生活變成新人，作賜福的器皿。滕近輝：《靈力剖視》，頁21，138。

29 陶恕著，滕近輝譯：〈引往能力之路〉，滕近輝編：《飲於能力之源》，頁9，12～
34，42～52。

30 古約翰著，滕近輝譯：〈教會復興實況〉，滕近輝編：《飲於能力之源》，頁145～
206。

31 滕近輝編譯：〈序言〉，《飲於能力之源》，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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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有喜樂」，深信聖靈如膏油般充滿有信心的信徒，使他們在任何環

境都常存喜樂。他又認定宋博士的無私愛心和信心禱告是獨一無二的，故

「大大被主使用」，聖靈為他作工。
32 

辛　經歷聖靈充滿工作的重要體驗

前述三十年代末以來滕牧師多次經歷聖靈的充滿和工作。《靈力剖

視》指他在五十年代翻譯《禱告出來的能力》和七十年代在日本領會的事

奉，使他「相信主兩次給我充滿」，肯定聖靈充滿的真實性，因而構築靈

力本位聖靈觀。又指他在七十年代馬來西亞佈道會上經歷一次很激發他追

求聖靈能力的集體禱告體驗，加上他不時重聽那禱告錄音帶，使他決心鑽

研聖靈的能力和工作，教導信徒。
33 

（二）兩約異象歷史本位「多元靈力」之聖靈觀

回應教會和信徒的軟弱、國內逼迫及歐美南韓教會的屬靈復興契機，

滕牧師擁抱末世圖強，振興華人教會的門訓差傳的理想，承傳宣信和陶恕

等神學先驅的靈力思想，以及古約翰、戴德生、宋尚節等國內先賢的復興

經驗，從個人豐富的屬靈經驗出發，追求「聖靈的作為」，視為「基督的

眾教會最大的需要」。所以，他拓展禱告能力為本的聖靈思想，在1979年

出版的《靈力剖視》中建構起兩約聖經異象本位的「多元靈力」聖靈觀，

提出「神的工作有一個方程式」，由「聖靈的能力＋美好的靈性＋方法」

三部分組成。這種「靈上加靈」的神人契合，加上屬靈有效的方法，構成

神所要條件，完成祂最美好的旨意，成就聖工。其聖靈觀重視信徒的美好

靈性與聖靈能力的真正契合，高舉聖靈能力猶勝於基督能力，不受時空限

制。聖靈充滿使信徒遠到地極傳揚福音。
34 

靈力本位聖靈觀是以聖靈的充

滿和大能工作為兩大支柱。

滕牧師善於發掘聖經的象徵式比喻教訓，闡發神學奧義。其《我是

誰》舉出兩約有關謎、射、穡、歌、奕、戰、夢七個比喻說明人生真相；

1979年初講章又舉聖經尤其舊約有關銀渣、翻背弓、去髮參孫、脆弱樹

32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60～61，72。
33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67，170。
34 滕近輝：〈緒言〉，《靈力剖視》，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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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腐爛帶子、不冷不熱水、去頭斧子、破裂池子八個比喻，形容上帝所

不用的人。
35 

他大抵延伸八喻的比喻神學範式，在《靈力剖視》中從正面

角度檢拾聖經尤其舊約的異象史例，提出聖靈如手、酵、火、覆煦、油、

角、輪、眼、鴿、光、風、水、印、樹等異象的十四個比喻，闡明聖靈充

滿的多采多姿形態和多方面能力工作，成就聖工。他舉以西結、以利亞、

以利沙、以賽亞、摩西等先知和主耶穌及約翰、保羅及其他門徒的大量異

象見證，從橫向角度說明聖靈在諸多異象處境中臨到屬靈先知、門徒及其

他事物，配合各人的美好靈性，呈現出種種充滿形態和表現，發揮多層

次、多面向的能力和工作。

除了兩約所載聖靈如油、角、眼的異象外，他還舉出舊約十九次異象

史例，新約八次異象史例，可見其多元靈力聖靈觀所據異象見證是偏重於

舊約，繼承了八喻的例證取向。從其聖靈觀以宣信的新約本位聖靈能力觀

為基礎發展過來的背景來看，滕牧師是要拓展更新宣信聖靈觀，大幅採用

兩約尤其舊約異象的聖靈工作見證。多元靈力聖靈觀的內涵比諸先賢的聖

靈觀豐富和多元化，包含十四個聖靈比喻異象、五十三類聖靈充滿形態及

112種聖靈不受時空限制的不同形式大能工作，
36 

旨在培育信徒靈性，更

新靈命，助傳福音，復興教會，差傳植堂，拓展神國。他舉出千變萬化的

聖靈充滿大能作工事例，闡明聖靈充滿是「神給衪的教會最大的恩典」，

是信徒生活事奉的首要原則，促進教會擴展。
37 

他詳釋聖靈如手、酵、火

的異象啟示，說明聖靈的大能工作如何榮神益人，使信徒和教會走向美

化、融化、同化、強化、靈化、聖潔、公義及真理，達至神人契合，完成

神的計劃。
38 

在側重舊約異象方針下，他少有地舉出有「聖靈行傳」美譽

的使徒行傳二章所載五旬節聖靈降臨充滿門徒異象，附利未記二十三章有

關五旬節新素祭餅發新酵史例，大幅引用保羅以弗所書一章13節、二章

2、14、17、22節、三章16節、四章2至6節、18至19、22、30至32節的教

35 滕近輝：《我是誰》（香港：道聲，1975），頁177～184；滕近輝：〈上帝所不能用
的人——八喻〉，收氏著︰《一份禮物》，頁18～20。

36 聖靈比喻異象、充滿形態、大能工作的數目：手（5，9）；酵（3，5）；火（8，
15）；覆煦（1，3）；油（5，8）；角（4，10）；輪（1，5）；眼（2，1）；鴿（1，
3）；光（3，15）；風（2，4）；水（2，11）；印（7，14）；樹（9，9）。

37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66。
38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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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指出聖靈像餅發新酵把信徒的軟弱轉化為信心、勇敢及熱心，產生美

化融化等五種更新變化。
39 

這新酵異象比喻成為滕牧師以後拓展聖靈新觀

的一點小酵，逐漸發酵，擴大成為他在九十年代所倡新約保羅神學本位的

「屬靈長進」聖靈觀。

滕牧師細析五旬節聖靈降臨異象的另一目的，是深入解釋聖靈充滿

來自神的完美計劃：聖靈是「從上頭來的能力」充滿的「神的恩賜」，神

按舊約應許在五旬節差聖靈「從天上澆灌下來，充滿在門徒的心中」及人

生、工作，完全改變他們。
40 

他從造就信徒角度概括出四大類信徒聖靈充

滿的表現：（1）工作上：充滿能力用於完成主託付工作；（2）生命上：

結出聖靈九樣果子，是四種充滿中最高級的，掌握神工作原則是「單憑信

心」；（3）感情上：在任何處境滿心喜樂；（4）聖靈澆灌：說方言。信

徒憑信心、潔淨、祈求、接受四大屬靈條件達至聖靈充滿。他又舉使徒行

傳十次聖靈充滿和四次聖靈澆灌事例印證聖靈充滿在歷史中的表現，勉勵

信徒渴慕聖靈。
41 

他提醒信徒追求聖靈充滿大能的終極目的是履行主囑咐

的福音大使命：「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至地極，作我的

見證」。
42 

針對信徒追求方言靈恩風氣，他澄清聖靈澆灌如方言恩賜是出

於神的意旨，信徒宜仰慕卻不可強求，應在生命和事工上追求聖靈充滿，

藉以「為主傳福音」結果子。福音是「以主的話語為標準——主的道審判

一切：傳統、觀念、組織、事奉、經驗」。
43 

五　九十年代中拓展新約保羅神學本位「屬靈長進」聖

靈觀

（一）背景

甲　靈恩運動的良機與危機

就九十年代初中西教會對聖靈工作和恩賜產生新追求的靈性復興，

39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28～36，167。
40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66。
41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67～179。
42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66～167。
43 滕近輝：《靈力剖視》，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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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牧師雖視為好現象，卻指信徒很容易發生偏差，產生違離聖經真理的

「靈恩運動」，追求特殊的事，淡化講道，失去平衡。他批評運動中有人

追求聖靈充滿是「讓自己有能力」，當上領袖，錯誤「利用聖靈」。有人

得超自然經歷後，「只追求感性的興奮」，局限自己在某種方式如某種詩

歌上，排斥「熱心傳福音，安靜追求聖靈復興的信徒」，沉溺於超自然經

歷，最終離開甚至拉人離開教會。更嚴重的是東西方靈恩教會都發生亂

象，如多人大笑，作動物叫聲動作，競說預言。當時教會界對這運動持四

種看法：（1）靈恩教會視運動為「第三波」（葡萄園），是聖靈工作，投

入追求；（2）傳統教會全盤否定運動，指是撒但的迷惑；（3）採開放態

度教會視為「神恩典之工」，卻有時不慎被撒但侵入使它偏差，鼓勵信徒

追求卻隨時分辨，避免偏差；（4）從教會史和聖經角度客觀審視運動整體

發展的教會，認同運動在南美等地帶來福音興旺，卻強調靈恩只是二十世

紀現象，主張宋尚節、王明道、衛斯理等傳統屬靈領袖經歷的聖靈充滿方

式才是穩妥的追求形態，批判靈恩派，強調「宣講聖靈工作的重要性，並

追求聖靈充滿」，關愛教會肢體。
44 

這也是滕牧師對靈恩運動的看法。

乙　末世徵兆趨顯

進入九十年代，滕牧師深感末世徵象轉強，更信靠聖靈作工。其《在

聖靈中長進》指「這末世是撒但變本加厲工作的時期」，「要勝過他，就

必須獲得聖靈超自然的能力」。種種末世罪惡驅使他力倡「加強我們對聖

靈工作的追求」是今日教會需要的信息。
45 

丙　遠鑑近代六波教會大復興的歷史見證

面對靈恩運動和末世亂象，滕牧師反思十八世紀以來聖靈工作促成

的六波世界性教會大復興，包括（1）大覺醒復興（The Great Awakening， 
1732-1770年）、（2）英美、歐洲大陸的復興（1792-1822年）、（3）美

英歐非及南太平洋羣島的復興（1830-1850年）、（4）美英澳紐印及南非

的復興（1857-1858年）、（5）美日印非及南美的復興（1880-1890年）

及（6）威爾斯大復興（1904年），深信復興浪潮展示「聖靈的無限能

力」。他特別重視第六波遍及六大洲的大復興，藉以深入追求聖靈的恩賜

44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4～15，75，123～124，127。
45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序〉，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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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他指其中古約翰和宋尚節的復興運動引領千萬人信主，信徒復

興，寫下中國教會史光輝一頁。他被所譯古氏的《藉我的靈》有關北方復

興運動的聖靈工作所感動，又仰慕三十至四十年代帶領奮興佈道會將福音

傳遍中國及南洋的宋博士。神醫好宋氏的心臟病卻又留下「一根刺」（痔

病），使他一直謙卑行使「神所賜給他特別醫病的能力」，造就數以萬計

蒙恩者，令滕牧師深信聖靈的恩賜和大能。他又指宋氏有語言弱點，聚會

者聽不懂卻「很受感動」，認定是聖靈能力的彰顯。他提出「從軟弱到剛

強」的屬靈長進觀念，正是受宋氏行使靈力作工事蹟所啟發。宋氏以「聖

靈最大的工作是愛心、聖潔與傳福音的能力」，拒走靈恩路線，更使他構

思以「獲得愛心，以及在傳福音、勝過罪惡和過聖潔生活上的能力」為目

的的聖靈觀。
46 

丁　近睹現代十大教會復興運動的歷史見證

滕牧師在四十至九十年代經歷了世界各地包括亞洲的十場靈性復興運

動：（1）六十至九十年代印尼教會復興、（2）六十至九十年代第三世界

宣教運動、（3）1995年四大禁食祈禱會復興、（4）六十至九十年代南美

教會大進展、（5）越南大收成、（6）九十年代守約者運動、（7）四十

至九十年代美國伊班納學生宣教會議、（8）學生福音運動、（9）大學校

園復興浪潮、（10）八十至九十年代靈性培植新運動。滕牧師形容這些叫

信徒數目激增的復興，是「靈性大復興」或「莫大靈力的表現」，認定是

聖靈充滿產生神大能力所促成，「顯出聖靈超越世俗的能力」。
47 

戊　個人生命經歷聖靈長期工作與近年韓國教會大復興

三十年代末以來滕牧師親身經歷聖靈充滿、聖靈運行於內外教會和禱

告成就教會增長等體驗，驅使他益信聖靈工作，全面反思其工作內涵及意

義。其《在聖靈中長進》成書前一年即1995年，韓國漢城舉行「公元二千

年普世福音遍傳運動」和第六屆宣道會國際團契大會。前運動中學園傳道

會的白立德博士（Dr. Bill Bright）和金俊坤博士兩位會長為差傳大會禁食

祈禱的熱誠，很激勵滕牧師。在後會中，滕牧師也經歷「神施恩典」，既

感動又獲益。他指東道主韓國宣道會過去「極其重視祈禱」，增長至八百

46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序〉，頁6～12，108～109，116。
47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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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堂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宣道會。他深信該會禁食祈禱，注重差傳等工作

令聖靈動工感動信徒，使韓國教會蒙福，普世差傳成功。韓國教會的靈恩

復興深遠影響他對聖靈作為的認識，促使他不斷探究聖靈的大能工作。
48 

己　本地華人教會內外弊病、滕牧師領受的大使命及對國內教會的

關注

滕牧師指本地華人教會多遭魔鬼迷惑，信徒各持己見，對立爭辯，令

「教會失去合而為一的心，一蹶不振」。
49 

這是出於信徒「沒有禱告，沒

有親近神，反而遠離神」以致肢體疏離的教會內在弊病。
50 

華人教會也有

對外問題，即「對於大使命還未覺醒」，推搪它是西方教會的責任，不加

響應。針對教會內外弊端，他主張「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又「需要聖靈動工」，向教會顯明大使命的奧祕，促成合一復興，投入普

宣。到九十年代，滕牧師年屆七十，更迫切「求主引導我的前途」。他從

聖靈領受要「全力投入大使命的實踐」，完成最後十年事奉。他在大陸開

放後多次返回家鄉山東，注意到開放以前國內信徒熱切禱告引發聖靈作工

復興教會的見證： 

成千上萬為了信仰被囚的信徒，在獄中只作一件事，就是祈禱……

獲得神的大能回應！結果，中國信主人數的增長，比韓國至少大十

倍。 
51

所以，他很盼望華人信徒努力禱告追求聖靈工作，在內復興教會，對

外按主意旨參與普世福音運動。
52 

庚　延續宣信牧師的新約能力本位聖靈觀之影響

宣信的能力中心聖靈觀主要根據新約的啟示教導，而滕牧師在這時

期拓展的聖靈觀亦傾向突破舊約本位的聖靈舊觀，轉以新約尤其保羅書信

為本（後述）。所以，其《在聖靈中長進》的聖靈新觀在信徒、教會、宣

教及信徒與聖靈契合四方面，都頗受宣信的聖靈觀影響，作出更深入的闡

發。例如說明信徒體會聖靈而結出溫柔的果子，便舉：

48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2～14；《都是恩典》，頁104～108。
49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71。
50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39。
51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06。
52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52，54～55，86～8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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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信牧師對於聖靈的果子，有一種特殊的形容方式……說，加拉太書

五章二十二節裏面的「果子」，原文是單數，所以這果子就是「仁

愛」。其餘的八種果子都是愛的表現。
53

 

（二）新約保羅神學本位「屬靈長進」聖靈觀

針對末世靈恩風氣下的契機與亂象，以及華人教會的種種軟弱，滕

牧師借鑑近代世界各地包括國內的教會復興歷史，省思個人大半生的聖靈

恩典工作，在1990年中初步提出基於新約尤其四福音書教導的一套「屬靈

的價值觀」，包括內在律、金律、次序律、責任律、恩賜律、增減律、領

袖律、協調律、得失律、分享律、生死律、主動律共「十二個基本屬靈律

則」，作為在靈恩運動中追求屬靈成長包括恩賜的信徒「在生活與事奉上

追求的道路、方向」。
54 

他深受韓國教會復興感動，從聖靈領受普宣大使

命，北望祖國教會復興，更加認定若在這末世履行復興大使命，信徒「必

須獲得聖靈超自然的能力」戰勝魔鬼，而「要加強我們對聖靈工作的追

求」，乃「今日教會極需要的信息」。所以，滕牧師進一步「從聖經中尋

求對聖靈工作正確的認識」，延續宣信的聖靈思想，突破其兩約聖經異象

本位的多元靈力聖靈舊觀，拓展出以以弗所書為中心的「屬靈長進」聖靈

新觀，滿足信徒學習追求聖靈工作的迫切需要。其代表作《在聖靈中長

進》（1996年）指他深信保羅「在聖靈的工作之下」成長，「經歷了神在

基督裏所賜下各種豐盛的恩典」，聖靈充滿的心就如「以弗所書裏面充滿

了最優級的形容詞」，闡明聖靈的充滿工作。他主要根據「聖經中講論聖

靈工作最重要的書卷之一」的以弗所書，尤其所載十三次聖靈工作，「探

求及分析使徒保羅關於聖靈工作的教導」，作為信徒學習聖靈工作追求屬

靈成長的綱要內容，藉以「經歷靈性的更新與挑旺，獲得新能力」，臻成

「普世教會的大復興」。
55 

他在書中仍強調聖靈的感動和充滿為信徒帶來

親近神的靈命更新，「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

柔、節制——琳瑯滿目」，產生大能力，放膽傳福音，如聖靈充滿的施洗

約翰。
56 

他更垂意於禱告與聖靈感動充滿的密切互動關係，指： 

53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80。
54 滕近輝：《十二個基本屬靈律則》（Sunnyvale, Calif.: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1990），

全書尤其〈序〉，頁1。
55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5，15，17～18。
56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24～25，39，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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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感動我們到父神面前，使我們與主同行、與主同在，而且享受與

主交通的甘美。聖靈充滿的一個明顯的作用，就是使我們的禱告有味

道、有喜樂，我們整個的生命向主敞開了。
57

 

因此，他進一步建構後文所述仿效聖靈的禱告觀，帶給信徒祈禱的動

力，復興教會。

他在這書中從縱向角度考察聖靈的多元能力和工作如何幫助信徒、教

會、普世宣教及信徒在靈裏契合四方面，經歷屬靈發展的旅程，跟過去橫

向分析聖靈多元能力的聖靈觀，起着互補說明的作用，立體地呈現聖靈工

作在信徒、教會、普宣發展中的跨時空性、互動性及必要性。他把聖靈促

成四方面的屬靈長進分為十七類：一、信徒方面：（1章）從信基督到像基

督、（2章）從得救保證到預嘗將來榮耀、（3章）從知道神到真知道神、

（4章）從蒙召到真知道恩召豐盛內容、（5章）從得着主到被主得着、（6
章）從得救的信心到浩大能力的信心、（7章）從地位上親近神到實際上親

近神、（10章）從軟弱到剛強、（11章）從信主到愛主；二、教會方面：

（8章）從外形的教會到靈宮、（12章）從分裂到合一；三、宣教方面：

（9章）從本族宣教到普世宣教；四、聖靈與信徒契合互動方面：（13章）

從利用聖靈到被聖靈使用、（14章）從有聖靈到體貼聖靈、（15章）從聖

靈內居到被聖靈充滿、（16章）從靜態的道到動態的道、（17章）從禱告

到在聖靈裏禱告。筆者分析當中聖靈的工作多達二十三種。
58 

跟偏重舊約異象例證的多元靈力聖靈舊觀不同，其「屬靈長進」聖

靈新觀主要根據保羅所著的以弗所書及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

書、加拉太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六封書信；其次為路加著歷史書使徒

行傳；再次為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三部福音書；再次為希伯來

書、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約翰壹書五部普通書信。他亦引用

十一部舊約書卷的史例，但僅作為旁證說明其聖靈新觀。
59 

從兩約經文的

採用比例來看，其新觀是以新約尤其保羅書信教導作為根基和框架，姑且

稱之為新約保羅神學本位屬靈長進聖靈觀。新觀的主要骨幹為以弗所書共

57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23，43。
58 第(1)(7)(8)章三類屬靈發展分別包括兩、三、四種聖靈工作，其餘各類發展均為一種

工作；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9～106。
59 各章屬靈長進論述引用兩約經文如次：(1)弗一13；約三6，十28～29；加四6；林後三

18；(2)弗一14，二6；路十21；徒十三52；(3)伯四十二5；弗一17；林前八3；約十五15；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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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五十六節的教導（如一5、7-14、17-23，二6、13、18～22，三5～6、

16～20，四3～6、11～16、27、30～32，五18～19，六10～19等），包含

舊觀中有關聖靈如酵使信徒有五種屬靈更新之說而有所推演，可知新觀是

從聖靈如酵舊說「發酵」的新觀念。舊說新觀皆以保羅的以弗所書教導為

主線。新觀中信徒、教會及聖靈與信徒契合互動三方面的多類屬靈長進內

涵，有不少是繼承拓展舊觀的元素。滕牧師指在聖靈工作下，信徒可於屬

靈生活和跟聖靈契合互動兩方面追求多達十四類屬靈長進，成為其新觀的

核心思想。在十四類中，（1章）像基督樣式、（4章）真知恩召豐盛、

（5章）被主得着、（6章）認識大能信心等四類長進觀念主要闡發舊觀的

聖靈如酵、印、手、光四說；（2章）預嘗將來榮耀、（3章）真知道神、

（7章）實際親近神、（10章）剛強、（11章）愛主等五類長進觀也是聖

靈如樹、光、輪、酵、風、火六說的拓展；（14章）體貼聖靈、（15章）

被聖靈充滿、（16章）動態的道、（17章）靈裏禱告等四類長進觀則是對

聖靈如酵、水、鴿、印、樹、覆煦、油、角、輪、光等十說的整合推演。

在教會方面，（8章）靈宮和（12章）合一兩類長進觀亦是聖靈如酵說的

延伸發展。儘管滕牧師是從其舊觀轉化拓展新觀的部分內容，其新觀所

倡在信徒、信徒與聖靈契合及宣教三方面的（1章）聖靈助成救贖、（13
章）被聖靈使用為客體、（9章）普世宣教等三類屬靈長進，都是他回應

靈恩亂象和普宣大使命的獨創新猷。新舊兩觀之間實兼有延續性和開拓

性，闡發的靈力本位聖靈觀體系更趨精深廣博。

茲細析滕牧師拓展創新的信徒、教會、宣教及與聖靈契合互動四方面

的十四類屬靈長進觀念。

一9～10；(4)弗一18；太六19～20、33，十三46；腓三7；彼後一11；來十二2；(5)創二十八
20～21；何十1，十三6；弗一5、7、11、12、14、18；(6)弗一17、19～21；太八13，九29，
十五28；羅一4；來十一章，十二1；(7)詩一０三篇；亞十二10；弗二13、18；約十六13；羅
六11、 13，八10～11；啟二1、7，三14，十四13；林後一20～22；太十七章；彼後一18；
(8)弗二19～22；彼前二4、5、7；約七37～39；太十六18；啟五6；來十三15～16；(9)弗三
5～6；太二十八16、20；啟三7～8；徒二章；(10)出十九18；書六20，十四10～11、14；民
十四24；弗三16；林後十二10；加四13；徒四31，十六25，二十八15、31；太二十七51，
二十八2；啟十一15、19；(11)弗三16～19；約十四18、21～22，二十一15～23；(12)箴十五
1，二十五15；弗四3～6；西三13、15；約十七18～26；(13)弗四30；(14)創一2；但九2；弗
一9～11、17～18，三16，四27、30～32，六10～17；羅八26；林後四16；加五22；(15)結
四十七章；詩二11，一０七9；但九2；弗一8、22～23，三19～20，四11～16，五18～19；
約七37～39；加四4，五17；羅五5，八21；路十21，二十一24；啟四2～11；徒十三52；林
後三18；太二十四章；(16)詩一一九18；弗六17；西三16；林後三6，四1～2、7，五8～13、
17、26～27，六14；雅一25；約壹二27；約十三4，十四26；徒二37；彼前一13；(17)弗六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246

甲　信徒

1. 高舉聖靈在救贖工作中的重要角色

跟聖靈如油說所述聖靈用主的話教導信徒回轉復興的工作不同，滕牧

師提出聖靈最基本亦最重要的工作是「使人信基督重生得救」。他用以弗

所書和約翰福音為例，說明信徒重生是聖靈工作，從上主而來，「在基督

耶穌裏，透過聖靈進入信衪的人裏面」，叫人悔罪得救。
60 

2. 化聖靈賦予信徒「兩棲」性格論

他受以弗所書二章6節和神學家慕迪的信心論啟發，推演聖靈如樹說

的信徒預嘗天福觀念，提出聖靈使信徒與基督一同復活，「現在與基督一

同享有屬天的豐富」。聖靈工作時信徒信心加強，在地如在天，「享受天

上的恩典、喜樂、平安和主的同在」的基業，故「基督徒是兩棲的」。
61 

3. 豐富聖靈使信徒「真知道神」之意義

他據約伯記、哥林多前書等補充聖靈如光使信徒真知神而獲美事之

說，指聖靈工作使信徒直接認識神，「進入與天父直接交通的經驗裏面，使

我們真知道神」，跟神有愛和朋友關係，生活經歷上知道神及其旨意。
62 

4. 拓展聖靈使信徒親近經歷神的觀念

他延伸聖靈如輪說有關聖靈使信徒看見神寶座而蒙恩事奉的觀念，加

上詩篇、以弗所書、約翰福音等印證，提出聖靈領信徒直接親近經歷神：

「聖靈把我們帶進了神在主耶穌基督裏面所成全的救恩的實際裏面」，敬

拜讚美衪，「與主合而為一」，「為神活，成為義的工具」。
63 

5. 進深聖靈強化信徒如基督的想法

他推演聖靈如酵、風強化信徒及教會事工說，指「聖靈能使我們轉弱

為強」如不倒翁，使「衪的力量就成為我們的力量」，信靠主基督從聖靈

18～19；羅八26～27；徒十四章，四24、27、30～32，六1、4、7，七55、58、60，九9、
17，十9～48，十二1～5、24，十三1～3，十六25、33～34，二十31；腓三18；林後二4；西
一9～10。

60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19～20。
61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23～25。
62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27～29。
63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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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取大能大力作工，彰顯靈力來自主，尤以兩約的迦勒和保羅及慕迪、戴

德生等近現代屬靈佈道家專一事奉為例說明聖靈使信徒剛強。
64 

6. 彰顯聖靈產生永遠愛主之心

他拓展聖靈如火賜予亞伯拉罕、以利亞、約翰等愛神心志之說，從保

羅教導和彼得跟主關係提出聖靈有助信徒靈性發揮更強作用，以「信心回

應神的愛而生出愛神的心」，「成為有根基的愛」，能承受挑旺復興、愛

眾事物、為主事奉、道義感情的愛、付代價及跟人比較等六種考驗。
65 

乙　教會

1. 拓展靈化教會的「靈宮」論

他深化聖靈如酵靈化教會為靈宮之論，重申教會作為靈宮的屬靈特

徵，加入基督的角色，在意象上賦予組織內涵：基督作為根基房角石；信

徒是各房，在主裏互相配搭；神藉聖靈居住靈宮。這樣闡明了聖靈在教會

中與基督配合的位份工作：「基督的生命藉着聖靈流入我們裏面」，使靈

宮流出「聖靈中的豐富生命」，作祭司傳講救恩真理。聖靈使教會一體化

彰顯基督豐盛生命。
66 

2. 發揮靈化教會「合一」的奧義

他闡發聖靈如酵同化信徒合一之說，舉保羅所說以平安在心裏作主，

「和睦應在教會中支配」，又藉「基督愛的熱力」與人連合，如此「聖靈

就更加同在、更加作工」，使教會長進榮神。他又詳釋聖靈的謙虛、溫

柔、忍耐、寬容、和平五種聯繫力量，並引耶穌所說信徒合一的七大理由

尤其「吸引非信徒來信主」，來勉勵信徒保守聖靈所賜合一的心。
67 

丙　宣教：強調聖靈啟示大能促成普宣大使命

他首次舉出以弗所書三章5節有關聖靈將基督囑咐的普世宣教大使命

啟示「給全教會了解和領受」，「是給予所有時代、所有基督教會的」包

括華人教會的重要信息，提醒華人信徒「必須接受、回應這個使命」，

投入普宣，使華人教會蒙福。又以五旬節聖靈充滿使徒以方言述神作為為

64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57～59。
65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63～67。
66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45～49。
67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69～73。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248

例，指聖靈亦是「大使命的動力」，以基督權威賦予教會能力完成普宣工

作。他特別勸勉國內外信徒「互相連手」實踐普宣大使命。
68 

丁　聖靈與信徒契合互動

1. 澄清聖靈與信徒的主客關係

他指聖靈「是神，永遠是主格」，而信徒只是客體，「衪所用的僕

人」，不能喧賓奪主，否則「失去聖靈的同在、同工、能力」。信徒必須

持守這主賓次序，才能永遠作神的忠僕。
69 

2. 從「不讓聖靈擔憂」進而「體貼聖靈」

他揉合聖靈如酵美化融化強化信徒和像覆煦賦予生命力量兩說，進

而援引羅馬書、哥林多後書、以弗所書等主張信徒契合聖靈心意，美化

生命。他指聖靈擔憂信徒體貼肉體，離棄神犯罪，為愛我們產生負擔和代

禱。信徒須「認識聖靈的溫柔和慈愛」，避免濫用，聖靈才能「在我們裏

面繼續工作」，除掉我們一切罪惡苦毒，能有新表現，彼此恩待，美化生

命，就像被聖靈覆煦或同化，結出宣信所謂「仁愛」的屬靈果子，勝過罪

魔。
70 

3. 全面歸納七種聖靈充滿的多元內涵

他主要根據以弗所書闡發受宣信啟發的聖靈如水、酵、鴿、印、樹、

覆煦、油、角、輪、光等舊觀，輔以兩約尤其新約載例和聖靈工作例證，

全面歸類說明七種聖靈充滿的內容，表現層面更多元立體，意涵更形豐

富：（1）「神兒女自由」：推演聖靈如入生命河舊說，其歷程是「聖靈

與我們的舊生命相爭」，基督賦予真自由，形成聖潔生命的江河，喜樂

地結品德果子，抗衡屬世潮流；（2）「愛的充滿」：神愛的豐滿藉着基

督釘死充滿信徒；（3）「被基督的形象充滿」：教會被基督樣式充滿；

（4）「被神豐富的資源充滿」：基督是大自然和教會的「雙重元首」，

使自然和屬靈境界合一地充滿教會信徒；（5）「被恩典和恩賜充滿」：

神的雙重恩典滿足信徒，藉以臨到更多人；主使藉聖靈求恩賜的信徒發現

68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51～54。
69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75。
70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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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揮已有恩賜，再添新恩賜，並賦予恩賜的七個正確目標，造就信徒教

會長進，與神合一，克服靈恩問題；（6）「被能力充滿」：神的能力先

運行在信徒心裏，再發揮於外面表現，成就超乎想像的事工；（7）「被

盼望充滿」：信徒一直盼望聖經預言四次「日期滿足」就必實現的神計劃

大事。
71 

4. 深化聖靈促成恩膏講道之思想

他援用更多經文尤其新約拓展聖靈如手、覆煦、油使信徒奉神名傳

道，以恩膏導人回轉之舊說，指聖靈使信徒所習之道經五大步驟變成動

態。聖靈賦予講道的「恩素」除舊說的神的話和聖靈工作外，還加上講員

靈性品格和聽眾良心，並以以弗所書闡明道對信徒的四大果效。
72 

5. 建立效法聖靈的正確禱告觀

他一向強調聖靈帶給信徒和教會禱告的負擔、動力及能力，至此又效

法保羅的禱告榜樣和教導，主張信徒學習以愛的負擔和神的旨意「在聖靈

裏禱告」，像保羅在悟性、智慧、生活實踐上知道，經歷神，持守其所倡

隨時、多方、分別禱求、警醒、為眾聖徒、為主僕使女等六項禱告原則，

並借鑑使徒行傳禱告復興史例，獲取祈禱動力。

六 總結

三十年代後期以降，滕近輝牧師先後在國內、香港及亞洲各地的種

種處境中多次經歷個人的聖靈充滿和教會的聖靈工作，逐漸追求聖靈充滿

乃至信心禱告，增強對聖靈大能和工作的信心。從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

中，滕牧師針對歪亂的世情，根據聖經勾勒理想的基督徒屬靈成長路線，

作為信徒和教會發展的路標，提出在信徒跟基督聯繫步向生命的歷程中，

從禱告而來的聖靈充滿是生命力源的積極面，賦予信徒多方面佈道建教能

力，進而提倡聖靈能力是神所賜改變世界的大能力，靈風導引當代教會成

就事工，造就信徒良心，而靈性平衡物慾，靈命之律與基督救贖共成救

恩，逐漸蘊釀側重禱告和能力的聖靈思想。

71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81～94。
72 滕近輝：《在聖靈中長進》，頁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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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後期，面對華人教會的軟弱歪風和信仰危機、國內的教會

逼迫及海外教會的復興運動，滕牧師決心回應時代的大使命，激發末世意

識，追求振興華人教會尤其門訓和差傳事工，發揚宣道會神學先賢宣信和

陶恕等的聖靈能力思想，傳承早期國內教士名牧古約翰和宋尚節等的屬靈

復興經驗，而在個人屬靈體驗的基礎上拓展禱告能力中心的聖靈思想，建

構起兩約聖經異象本位的「多元靈力」聖靈觀。其觀念基於兩約尤其舊約

眾先知的異象啟示教導，延伸舊說人生真相七喻和神不用者八喻的比喻神

學範式，以聖靈如手、酵、火、覆煦、油、角、輪、眼、鴿、光、風、

水、印、樹十四種異象比喻，描繪成一幅七彩繽紛的聖靈圖象。這圖象從

橫向角度說明聖靈的數十種不同形態表現，以及其跨時空、多層次、多面

向、多作用的大能和工作，揭示美好靈性與聖靈能力的契合是信徒按照神

計劃追求聖靈充滿和大能工作的基本原則。信徒憑着信心、潔淨、祈求及

信心接受四大條件，得以在工作、生命、感情、方言上經歷聖靈充滿，傳

揚福音，不可偏求靈恩方言。聖靈賦予的能力猶勝於基督大能，造就信

徒，復興教會，差傳植堂，完成神旨。其觀念內涵之多元豐富，比前賢的

聖靈思想更上一層樓。

九十年代，針對末世靈恩運動的契機與危機，以及華人教會內外弊

病，滕牧師借鑑近現代世界包括國內的教會復興史例，反思個人的聖靈恩

典工作，在九十年代中根據新約教導提出十二個基本屬靈律則，作為信徒

追求屬靈生活的基本原則，遏止靈恩亂風。九十年代中，滕牧師深被韓國

大復興所感動，從聖靈領受普宣使命，注意國內教會復興，更重視追求聖

靈大能工作，於是大幅拓展多元靈力聖靈觀中本諸以弗所書的聖靈如酵舊

說，構築新約保羅神學本位的「屬靈長進」聖靈新觀，滿足信徒和教會迫

切尋求聖靈工作的需要。其新觀以新約尤其保羅書信教導為藍圖，從縱向

角度展示聖靈的多元大能工作如何幫助信徒、教會、普世宣教及信徒在靈

裏契合等四方面，經歷十七類屬靈長進發展。這幅縱向視野的屬靈長進聖

靈畫卷跟其橫向式的多元靈力聖靈舊圖，起着互補說明作用，立體地呈現

聖靈工作在信徒、教會、普世宣教三方面發展過程中的全貌，顯明聖靈大

能工作的超越時空性、互動性及必要性。

聖靈新觀仍舊主張聖靈充滿帶來靈命上的更新和大能，成就普世教

會大復興，更強調禱告與聖靈充滿的互動關係。滕牧師是從多元靈力舊觀

轉化拓展成屬靈長進新觀，尤其信徒、信徒與聖靈契合及教會三方面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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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滕近輝：〈主耶穌在臨別教導中關於聖靈的介紹〉、〈分辨靈恩的十二項原則〉，
《在聖靈中長進》，頁99～135。2004年12月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神學及時事立場委員
會便特意在所編《宣道牧函》第39期中，轉刊此十二項原則，作為宣道會對聖靈恩賜的標準
看法，「供各同工及信徒認識聖靈及其工作的參考，得以正確回應聖靈的工作，高舉主耶穌
基督」。全文網頁見<http://www.cmacuhk.org.hk/version4/module.php?cid=4&url=pastorartical>
（2015年10月11日下載）。

進內容。但新觀在前兩方面及宣教上提出聖靈助成救贖、信徒為聖靈用為

客體、普世宣教三種屬靈長進觀念，都是回應靈恩亂象和普宣大使命的創

發新思。其聖靈新、舊觀念之間並存着延續性和開拓性。就新觀的拓展而

言，滕牧師又補充說明在聖靈給個人和教會作工的過程中，主基督一直擔

當建基、幫助、介入或參與的重要角色，揭示在諸種屬靈長進上聖靈跟基

督密切配合互動，成就聖工。其有關主耶穌的聖靈觀的補論進一步闡明基

督跟聖靈的主客同工成就救恩關係，印證其新觀符合神的真理。為矯正靈

恩亂風，他更基於主耶穌和使徒的教導提出十二項靈恩原則，一直成為華

人教會尤其宣道會教派分辨靈恩真偽的重要準繩。
73

總之，兩約異象歷史

本位多元靈力聖靈舊觀和新約保羅神學本位屬靈長進聖靈新觀，誠為滕牧

師的靈力本位聖靈思想體系發展的兩個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聖靈學的視野

和內涵，並對華人教會和神學界在追求正確屬靈方向上，作出了不可磨滅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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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本文根據滕近輝牧師（1922-2013年）所著神學專書、論文、講章及回憶錄

等文獻，尤其《靈力剖視—— 聖靈比喻研究》（1979年）和《在聖靈中長進》

（1996年）兩部專論聖靈充滿工作的名著，考察他在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別建

構兩約異象歷史為本的「多元靈力」聖靈觀和新約保羅神學本位的「屬靈長進」

聖靈觀的時代背景和個人屬靈經歷，分析這兩個以靈力靈命為中心的聖靈觀的淵

源、內涵及特色，揭示這兩個新舊觀念的傳承和更新關係。兩個新舊聖靈觀是滕

牧師的靈力本位聖靈論體系發展的兩個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聖靈學的視野和內

涵，並對華人教會和神學界在追求正確屬靈方向方面，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examining Pastor Philip Teng's two theologies of "Multiple 

Spiritual Powers" and "Spiritual Growth" with focus on the historical visions of both 
Testaments and the New Testament Theology or Pauline Theology respectively in the 
1970s and 1990s based on his theological monographs, journal papers, sermons, memoir 
and particularly Analysis of Spiritual Power (1979) and Growing in the Holy Spirit 
(1996). It demonstrates his individual spiritual experience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for the two theologies and analyzes their origins, theological contents and features. It 
reflects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theologies. The two theologies of 
the Holy Spirit established crucial milesto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 spiritual-power 
based pneumatology. They broadened the perspective and contents of pneumatology 
and showed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spiritu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and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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