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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圣经中的圣灵&跟随圣灵（五） 

2018 年 3 月 10 日周六班  

 

 

开场白 

我们来上课最重要的事,就是与主连接，因为耶稣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闭上

眼睛，回到心里面,就和主连上。要记住圣经所说的：主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

口里，就在我们心里（罗马书 10:8）。同时想到主所说的: 你们无论在哪里，有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马太福音 18:20）。主说的“在我们

中间”不是单单指祂的灵运行在外面，在我们里面, 祂的灵也在做工。神做工不

受任何限制, 因为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圣灵会降在我们身上，也会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说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也是指祂住在我们里面。 

 

 

祷告 

主啊，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你在

我们里面，是因为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你说: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也不会

丢弃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你的话、你的灵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的心得以舒

畅，平静安稳！主啊，你的话说: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能力的源头，智慧的源头，爱的源头！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都在你里面，所以

我们愿意更深更多的与你连接！谢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主啊，今天的这堂课，

求你从头到尾都来带领！你的灵来说话，你的灵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和心窍！让我

们不但听到你的话，也明白並领受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把这时间交给你，

从头到尾你来掌管！让我们这个时候心思意念都靠着圣灵集中在你身上！帮助我

们只想到你在我们当中，也只想到你在我们里面！你跟我们是这样的近！奉主耶

稣基督的名，阿们！ 

 

序言 

基督徒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很多人所问的问题。今天我要从圣经给你们讲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跟信耶稣实际上是一件事。为什么要

把它分开说呢？因为好多基督徒是信耶稣，却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你信了耶稣

却没有被圣灵充满，可以说你只信了一半，信耶稣是包括被圣灵充满的。 

 

圣灵的洗比水的洗更重要 

我们知道基督徒信了耶稣都要受洗。圣经说一个基督徒不但要受水的洗，也要受

圣灵的洗。如果你只受了水的洗而没有受圣灵的洗，你信耶稣只信了一半；或者

说，照着圣经的教导，你只信了第一步，下一步你没有接受。下一步比第一步更

重要,也就是圣灵的洗比水的洗更重要！ 

 

水的洗是悔改的洗，圣灵的洗是得能力，是得到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连接，住

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灵的洗。水的洗是人给我们施洗，牧师、传道人或者弟兄姊

妹都可以奉主的名给我们施洗。惟独圣灵的洗是主耶稣为我们施的，是什么时候

呢？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然后就浇灌下来，这个「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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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下来」就是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意思，也就是他用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

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复活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了！复活的主借着圣灵住进我们的

心里面！他的灵与我们的灵联合起来。 

 

中国古人认为天就是神,古代思想家，哲学家，他们思想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天人

合一。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只受了水的洗，就是你所信的耶稣是历史上记载的，

但是你受了圣灵的洗以后，这位历史上所记载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与你有

关系了！我们知道了造天地的耶和华神，独一真神，怎样與人怎样联合。因为他

是活的！他对约翰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参启
1:18） 

 

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祂不但活了，而且活在我们里面。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传，

他在没有遇见主之前，他照着祖宗的遗传为犹太教大发热心，而且他竭力追求犹

太教到一个地步，按照律法已经无可指责了 在犹太教中已经达到完全地步，可

那是外在的，是律法的，是字句，是旧约的。� 

 

信耶稣要信得完全 

耶稣来从什么时候完成他一个救赎的计划呢？就是从他复活以后升天，从父神那

里领受了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他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当初领受的有 120个人，

今天，基督徒的人数近世界人口的 1/3，差不多 20亿过，在这么多基督徒当中，

领受了圣灵的洗的还是少数, 是因为福音的內容传得不夠全備。 

马可福音 16章 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的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经文前一半说“信

而受洗的必然的救”。罗马书 10章 9节: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马可福音 16 章 16 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里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两处圣经是

很清楚的。信耶稣要信得完全, 信耶稣只有这两节(可 16:16, 和罗 10:9)经文, 

是不够的！圣经讲到得救，讲到信耶稣，还有别的经文。 

 

再看马太福音 3 章 11节，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讲的话:我是用水给你们施

洗叫你们悔改。圣经中水的洗的意义就是：我认罪悔改，我今以后接受耶稣做我

的救主。以这个行动在人前，在天使前，在撒旦前宣告我是属于主了。——这是

一种受洗，是悔改的意思。 

 

施洗約翰說的两个洗 

马可福音 16章 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因此节經文认为受水洗就是得救，

這是不够的！罗马书 10 章 9 节前半讲到决志的时候承认耶稣是救主, 认为得救

了, 也是不够！後半說 “你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按照圣经的记载，祂升天以后，就从父神那里领受了

圣灵浇灌下来，就充满这些所有「悔改受洗信耶稣」的人。约翰先讲 “我是用

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這裡讲到「能

力」。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受了水的洗，没有能力？就是因为没有受圣灵的洗！他

说“他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在這節經文提到「水的洗」和「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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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水的洗是他施的，圣灵的洗是在那以后要来的，就是主耶稣要施的。主耶稣

复活升天以后，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他才能够将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这里（太
3:11）提到两个洗。 

 

如何进入神的国——查考使徒行传一章 1-5 节 

使徒行传一章，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有 40 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使徒行传一章

3 节谈到祂受害之后,也就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祂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

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神国的事」就是圣灵的

事。在第四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這裡說「耶稣所说过的」就是指

「圣灵」，因为这些门徒们都听说过他讲过圣灵的事情，耶稣讲到圣灵最多的地

方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14、15、16这三章里面,所以他们都明白主所说的是圣灵。

耶稣复活后, 让门徒等在耶路撒冷等什么呢？就是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參徒

1:4-5) 

 

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耶稣告诉他们要

受圣灵的洗，实际上就是耶稣吩咐他们:你们要等着，要等候，不多几日，我就

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了。这些门徒们听了主的话，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他

们还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关于圣灵来，圣灵会把神的国带来。他们以为是以色列

国在这个地上的国要复兴了。第 6 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

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這時他们的观念还是属地的观念。而耶稣讲的神的

国, 是天上的国或属天的国。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和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出去

所传的福音, 是天国的福音。总的一句话来说，他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天国近

了，你们应当悔改”。「近了」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可以进入神的国。耶稣也

讲到“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如何进入神的国？是需要受圣灵的洗，

所以耶稣就这样吩咐他们。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和没有信耶稣的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信的耶稣是历

史上的耶稣，他们没有和耶稣发生生命上的关系。他们没有能力活出耶稣的教

训，没有活出基督的能力,就是因为没有受圣灵的洗，忽略了信耶稣受水洗,也必

须要受圣灵的洗，也就是要被圣灵的充满的真理。 

 

专心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 

耶稣复活以后，有 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祂升天之后, 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 

上了一间楼房, 大約有 120 人, 在那里祷告.使徒行传 2 章 1 节提到, 五旬节到

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就都

被圣灵充满」这是说到他们当时的光景领受。如果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 祂在一

章五节说「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指門徒們要等着父所应许的圣灵,

意思是門徒們要被圣灵充满,要领受圣灵,所以要等在耶路撒冷。他们就等了 10

天，我相信他们在这 10 天当中什么事都没有做，都在祷告，也许都没有吃饭，

或者吃也不会很多，因为耶稣复活将自己显给他们看，他们就相信耶稣给他们的

教导，就专心等候。可是他们还未必明白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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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就是五十天的意思，耶稣复活四十天，他们祷告等候十天。五旬节到

了，圣灵降下来，“这些人就都被圣灵充满”，讲到他们当时的领受，他们被圣灵

充满。因为他复活升天领受了圣灵了, 从耶稣的吩咐和命令来看, 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用圣灵为他们施洗了。 

 

耶稣怎么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呢？(徒 2:32)这是彼得说的话: “这耶稣，神已经

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因为第一章前面，门徒们看到耶稣复活以

后升天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到了一个楼房里。

这 120个人就在那里聚会、等候、祷告，等了十天，圣灵就降下来。彼得这时候

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方言的时候，有的犹太人他们不明白(徒 2:12)“他

们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徒 2：14节，对这些人解

释:“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就高声说”。在解释当中，最主要提到是耶稣复活

升天了。 

 

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徒 2：32) 他提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是怎么一回事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

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被圣灵充满, 就是祂的见

证人。门徒们不是单单见证耶稣复活这这个事实, 耶稣用圣灵充满他们，活在他

们里面，借着他们来行出神迹奇事。他们这个人，就是见证人，见证耶稣复活了，

所以这里说到:“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就是这个意思。 

 

圣经说的「做见证」，和我们平时说的做见证有很大差别。平常我们说的见证就

是述说一件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说的做见证，是为复活的主作见证，乃是让这位

复活了、人看不见的、复活的基督从你的身上活出来！他的能力，智慧，爱，他

的圣洁，谦卑是从信耶稣的身上活出来！但是信耶稣的人如果要活出这位复活的

耶稣基督，他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当然,

第一.這是主的命令，第二.这样信耶稣才信得完全。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一般的教会，基督徒只领受了第一步，第二步就缺了。其实第二步更加重要！使

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二节下面还说，他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以后是怎么个光景——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作“他既高举在神的右边”）（徒 2:33）——右边就是位

份高、位份大的意思， 

 

是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他，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                                                                                                                                                                                                                                                                                                                                                                                                                                                                                                                                                                                                            

（参腓 2 ： 9 ）注意这一节（徒 2:33 ）的下面一句——又从父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这里的“受了”是 领

了，接受了 的意思 。   

                                                    

从主耶稣的角度，也就是从天上的角度来讲，耶穌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对

于我们这班领受圣灵的人来说, 是耶穌复活了，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將圣灵浇灌下来。所谓「所应许的圣灵」就是，圣灵是父所应许赐给他每一

个儿女的，你我都应该有这个权利，这是父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个「被圣灵充

满」这可以说是父神所应许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为什么？圣灵充满的意义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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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主带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可以住在祂的里面！这是天国的福

音!但是如果你没有领受主的圣灵，你跟主无法连接，因为祂在天上。我们怎么

能够跑到天上与主連接呢？所以，耶稣就把父神的灵，就是祂从父受的所应许的

圣灵浇灌下来，就是父、子、圣灵，這三位一体的神临到我们！耶稣就是这样为

我们施洗！因為复活的主是看不见的，圣灵也是看不见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

们就是相信和接受！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因為你是用理性接受，

同時你也用诚恳的心接受。但是你接受的是一个真理，还没有接受真理的圣灵！ 

 

接受一个真理和接受真理的圣灵是两回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圣

灵要来的时候，就讲到了保惠师，谁是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稍微看看

约翰福音十四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信耶稣，

就必须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才能知道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不然，

你就是一个宗教徒，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和基督教徒的差别 

我常常说，基督徒和基督教徒是有很大差别的。基督教徒只是有一些宗教活动，

一些形式，他们去教会，也参加敬拜，读经祷告,这些都是好的。但是, 这并不

表明他们就是基督徒。如果他们领受耶稣用圣灵为其施洗，借着圣灵的洗，三位

一体的神进到他里面，跟这位神有了连接，发生了生命的关系，知道这位神就在

他的里面，他也在神的里面；而且他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活出耶稣的教训来，这

才是基督徒！简单的说来，基督徒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的人；是有基督做

他们的生命,從他们的身上活出基督的生命來的人。什么是基督教徒？就是没有

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只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一些道理一些圣经的真理，外面也

有教会的生活，却没有让这位复活的主住在他的里面，并且从他的里面活出来

的人。  

 

 如果没有领受耶稣用圣灵为你施洗，那你有可能就是基督教徒，还没有成为基

督徒。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受两个洗，一个是水的洗，一个是圣灵的

洗。很多人只领受了水的洗，没有领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我刚才读的使

徒行传二章 32 节、33 节的内容：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从父神那里领受了神所应

许给他儿女的圣灵，然後将圣灵浇灌下来。我们看不见耶穌给我们施洗，但我们

可以感受到，经历到。一个人如果受了圣灵的洗，他就必然知道他是受了圣灵的

洗,正如同他知道他受了水的洗一样。我们需要受两个洗，一个是浸在水里面，

一个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看不到的但可以感受得到的。   

水洗和灵洗的关联和重要性 

再来讲水洗和灵洗的关联和重要性:水洗是悔改，是象征与主的连接;灵洗是我们

进入与主连接的实际。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应该翻作:祂是真实的、是真实

化的、是落实的圣灵。只有在圣灵的里面，圣经的真理才能落实在我们身上，我

们才能夠去实践，才能活出来。在圣灵之外，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做到圣经

所教导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般教会認为這是耶稣所交付的大使命,就是把福

音传遍天下，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參马太福音 28:18-19）。一般人只领受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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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的一半，而大使命的下一半更重要！（马太福音 28:19）〝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作“给他们施洗归

于父子圣灵的名”）。受水的洗是象征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连接，受水的洗是归

于父、子、圣灵的名。换句话说,我们信耶稣不是单单只信拿撒勒人耶稣，我们

也信父神，我们也信圣灵，圣灵就是灵神。可是，今天很多教会只信父和子，避

免谈圣灵。 

 

如果你讲受水洗,没有讲受圣灵的洗，不讲受圣灵,那你只信了一半。如果你信父、

信子、不信圣灵，你只信了三分之二。神要给我们是祂的全部,而且神是不能分

开的,而我们竟然选择只信父和子就可以了！有的人说我们祷告时，只能祷告父

啊，耶稣啊，不能祷告圣灵，這就表示他把神分开了。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 24

节说的很清楚〝神就是灵！〞神就是圣灵,神的本体就是灵。耶稣是神道成肉身，

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為了来到世人当中解决世人罪的问题，或者说救赎罪人。

所以, 他必须要成为肉身，担当我们得罪，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耶稣没

有替我们死，我们都是该死的，因為罪人都是该死的。现在耶稣替我们死了，因

为祂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祂的死是完成了救赎這部分，第三天他就复活了。他

复活以后得着尊贵、荣耀——就是被父神高举在右边的意思。祂从父神那里领受

了圣灵，然后将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说耶稣他在地上所行的这一切，所讲的这

些真理，直等到他从父神领受了圣灵,將圣灵浇灌在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上, 才能

成为事实，才能具体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在受水洗时，就应该讲明这个道理，不是单凭马可福音 16章 16节说的“信

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好像我受了洗，我就得救了。另外, 根据罗马书 10 章 9

节“你若口里認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好像做了决

志祷告,就得救了，信耶稣就完成了。没有完成！信耶稣是一生一世的事,信耶稣

没有毕业的,只有我们到主那里才是毕业。而且信耶稣信到后来，你这个人就变

成耶稣的样子，这是真正的信耶稣！我们对于「信耶稣」这三个字的领会都不够。

我们当中如果有牧者、传道人，你在為人受洗时，必须要把这个真理讲清楚。受

洗是归于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 

 

这位神是我们的父，因为我们都是从祂而造的，从祂而来的，对于我们来说，祂

是我们的救主。祂怎么成为救主呢？祂必须要道成肉身，這是「神儿子」的意思。

我们如何来跟主连接，发生生命的关系呢？主怎么成为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在圣

灵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是在圣灵里面！怎么知道神是我们的阿爸

父？是在圣灵的教导里面！父、子、圣灵和我们所发生的关系,只有在恩膏的教

训里面,我们才能明白。 

 

 

在受水洗的时候，这个真理就要讲得很清楚，水洗当然还有其他的意义。罗马书

第六章所说到：下到水里洗(水洗)是象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举动

只有象征性。而在你我身上，在信耶稣的人身上, 水洗的象征性如何能具体化

並实现，能够成为事实？就必须要受圣灵的洗, 必须要领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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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我们同在的感受 

我们來看,(參约翰福音 20:19-21)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

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這是耶穌第二次说「愿你们

平安」。为什么耶稣重复说「愿你们平安」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就是

我们可以享受和感受到耶稣的平安！ 

 

我们來到主的同在中，第一个感受就是平安。當我们来亲近主，心里立刻就感受

到平安，心就平靜下來. 這就是主的同在。虽然, 主今天没有在我耳边说話，虽

然我们没有看到祂，但這平安就是主与我们同在, 就是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 

祂让我们感受到祂的平安。在主的同在中，首要的记号就是主的平安。我们可以

看一个人是不是很平静，是不是很安详,就知道這人有没有主的同在。當基督徒

更多地活在主里面的时候，更多地與主同在时, 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平

安，遇到什么事情，他不会急躁。反之, 當一個人容易紧张、容易急躁、容易发

脾气，表示他不够住在主里面。他之所以没有学习住在主里面，就是因为他没有

受圣灵的洗，也不明白受了圣灵的洗乃是与主连接的一个开始，是住在主里面一

个生活的开始。 

 

我们要注意的是——约翰福音 20 章 21 节和 22 节必须要连起来读。下面主所说

的那句话,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应该翻作你们要受圣灵, 「你们受圣灵」

是主的一个命令, 一个吩咐。就如使徒行传一章五节: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

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的意思是他要给門徒們施圣灵的洗。 后来

彼得解释了耶穌這句話的意思(參徒 2:32) ：主耶稣复活以后被父神高举在父的

右边，然后又领受了所應許的圣灵，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浇灌下来。他特别

对那些犹太人解释说，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就是指猶太

人當時所看到門徒们的表現, 「所听见的」，是聽見門徒们在说方言。  

 

解釋約翰福音 20:22「吹一口气」的意思 

耶稣在复活以后，就说“你们要受圣灵”。受圣灵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特别用一

个动作，就是“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參約 20:22)。「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

他這裡不是吹了一口气就算了，接下來他馬上说:你们要受圣灵。在这个时候，

耶稣还没有升天,他还没有从父神那里领受圣灵。 

 

他为什么这里要说:吹一口气呢？我们必须要联想起，第一次神吹气是在创世记

第二章里，說到神用尘土创造人，造好了人以后，他就向人的鼻孔里头吹一口气，

這是神把灵气，也就是生气向人的鼻孔里吹入,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

话说，他用尘土为我们造了外面的身体，同时也在我们里面造了灵与魂，也就是

我们平常所说的灵魂。我们这个人，如果灵魂要是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死了,

因為叫我们活着的乃是灵，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所以，我们说人死了，乃是他的

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也就是一般人说的「他去了」,意思是说他的灵魂离开他

的身体去了。 我们信主的人、与主连接的人，我们的灵魂就很自然升到主那里

去了。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的灵魂是往下面去的，你去的地方是撒但魔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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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在创世记神给我们的灵，是人的灵，是叫我们活的，成了有灵的活人。

約 20:22 說「吹了一口气」是告诉他们要受圣灵，乃是神要赐给他们圣灵,赐给

他们从上头来的能力！ 

 

在路加福音 24:49记载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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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能力

就是神所给我们祂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是叫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更高的标准。我

们不要把这个“能力”贬低到传福音的能力、讲道的能力。主耶稣他的标准是什

么呢？他说，你们要原谅人七十个七次，我们能够做到吗？他又说，你们要爱你

们的仇敌，我们能够做到吗？不要说我们要爱仇敌，有时候就是我们家里的人，

我们也不能够爱。所以，神要我们领受圣灵，让我们可以得着祂的生命，让祂成

为我们生活的力量。而这樣的生活是超自然的,是超乎人的天然能力之外的能

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他特别「吹一口气」给他们,讓他们知道,使得

他们比较容易能领会。 

 

在早期美国灵恩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讲到被圣灵充满就是用这句话:“神啊，

你来向我吹气”。意思就是:神啊，你用圣灵充满我！也就是今天常常有人祷告:

“主啊，你来恩膏我们，你来膏抹我们！”这都是指着神向我们吹气的意思。所

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耶稣从父神那里领受了圣灵，将你们所看见所听

见的浇灌下来，就是主向他们吹气。主向他们吹气，他们就活了。因為圣灵在原

文有「气」和「风」的意思,所以用圣灵来充满他们，他们就活了。 

 

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从圣灵重生？ 

主耶稣用“风”来做比喻，他说，“风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从哪里来，往哪里

去，我们都不知道，照样，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约翰福音 3:8）， 我们从圣

灵重生的时候，当时我们未必知道，有可能也有感受，但是事后我们会知道。你

怎么知道一个人有没有从圣灵重生？就是他不一样了！一个人真的重生得救, 他

就不一样了。 

 

所谓从圣灵重生的意思，就是领受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一章十

二节说的“那些信祂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何成为神的

儿女？儿女是生命的关系。我们如果跟神发生一个生命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得着

了这个新的生命，那是因為圣灵来了。只有在圣灵中，我们才能经历这样的关系。

所以，重生是借着圣灵,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更要借着圣灵。因为只有

借着圣灵，主才能住在我们里面。我讲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们会明白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正如基督徒信了耶稣要受水洗，这是没有人可争辩的一

样；基督徒信了耶稣，受了水洗，还要受圣灵的洗,还要被圣灵充满也应该是无

需争辩的。 

 

复活的主将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就是要充满你。就我们这来说，我们要被祂的灵

充满，就耶稣的角度来说,是耶稣赐下祂的圣灵，将祂的灵浇灌下来。圣经用的

以下不同的名词都是指這一件事：圣灵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领受圣灵

的恩膏、领受圣灵——这都是一件事,都是在圣灵里面不同的经历。从神的角度，

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说，是祂将圣灵是浇灌下来，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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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祂把圣灵赐给我们。从我们的角度这来说，我们是领受恩膏，是被圣灵充满。  

 

带大家一起领受圣灵 

现在我要带大家一起领受圣灵，这是父应许给每一位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你只要接受，如同做决志祷告「主,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

就是这样相信，不要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不要以人

为标准，要以圣经为标准。耶稣要向你吹气，你就这样接受。 

 

關於说方言这件事，不要用理性去分析它，只要心里有这个感受，好像你要说话

一样，是很自然的就说。圣灵叫你说出来的不是你自己天然的话语，也不是你本

国的话语，可能是另外一种舌音。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是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很自然

地，圣灵让他们说出另外一个舌音，不是他们本国的话语。有的人在祷告时, 一

点不需要费力的就说出来了，因为这是圣灵做的。不要用自己的力量，也不要相

信跟别人学。有的人说我来教你说方言，这没用,因為方言是圣灵感动人自然说

出来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用一点时间来领受。主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举起手来领受，

你要相信，主要用圣灵给你施洗，主要用圣灵充满你！祂要住在你的里面！他要

与你连接！举起双手表是我們將心打开,來領受。圣灵的充满是多次的！「圣灵的

洗,可以翻作「圣灵的浸。」耶稣用圣灵为我们施洗就是让我们可以浸在圣灵的

里面！圣灵充满是我们应该常常有的经历，不是有了一次就够了。如果你从来还

没有一次，现在就是你经历的时候，就像你当初决志祷告一样，用信心来接受,

与天连接,与主连接！ 

 

你在聚会的时候，在家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领受圣灵的充满。当

你在读经的时候，有圣灵的充满的感受，就可以停下來，吃主的话。今天所提到

得经文有好几处你们要回去再查考一遍，这样会让你的信仰有了一个基础，有了

一个依据，就再也不会动摇。不要听人这样说那样说, 要查考圣经！因為圣经的

记载是最可靠的，是黑字写在白纸上面的。 

禱告 

哈利路亚！主啊！充满我！我感谢你！这圣灵是父所应许给我的！主，我感谢你！

我是你的儿女！你既然把这个福分赐给我，我要来领受！主啊，我过去没有听到

这个福音那么样的完全，今天我听到了，我要领受！主! 我就用我简单的信心领

受！哈利路亚！主!我感謝你, 我用信心來接受. 讚美主,聖靈充滿我!1! 

 

唱詩《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