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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王瑞珍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 延伸神學教育部部長） 

於基督教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逐字稿：潘淑微；編輯：李裔軍，皮敦文 

經文 

哥林多前書 12:3 節：「所以我告訴你們、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咒詛的．若

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 節：「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

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羅馬書 8:9 節：「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

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禱告 

這一講中，我們將與聖靈有關卻具爭議性的經文提出來，作一些專題性質的查經。這些

專題在今日靈恩運動中，最可靠平息門徒爭議的方式應該就是好好的查考聖經，而不是

挑一些比較支持自己的經文，就表示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們當看聖經對這樣的主題

有怎麼樣的教導，然後將這些經文作綜合的歸納與結論 

聖靈的洗 

新約聖經有關「聖靈的洗」的經文只有七次，其中四次是由施洗約翰所提出來的。四福

音書中都記載了施洗約翰的洗禮，甚至有些投機份子想藉由約翰的洗禮來逃避罪責，而

約翰也不客氣地責備他們是「毒蛇的種類」（路 3:7），這完全是聖靈充滿著施洗約翰，

使其對罪的責備大有能力。 

雖然施洗約翰有如此能力，但是他卻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

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太 3:11），這是四福音書都有記載的，但是略有不同。馬太和路加福音都有提及聖靈

與火，但是馬可和約翰福音只有題及聖靈，其實四福音指的是同一件事。 



我信聖靈（二）- 2 - 

 

為什麼馬可和約翰福音沒有記載關於用火施洗呢？馬可是精簡版，對很多講道簡化了；

約翰把很多情節也簡化，一半講兒子的身份，一半講耶穌在世上最後一天的事件，這一

週佔福音書有二分之一篇幅。施洗約翰的水洗真的就能洗淨我們的罪嗎？其實是不行的。

唯有耶穌，神的兒子，並且只有聖靈，才能真正透達內心，藉著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代

贖使我們的罪真正得著赦免，洗淨我們的罪。  

第 5 處的經文是在使徒行傳 1 章 5 節，由耶穌基督自己對施洗約翰預言的證實，「約翰

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後來聖靈於五旬節降臨在使徒當中，

這距離耶穌復活升天，不過十天左右。雖然，耶穌清楚指出使徒們會受聖靈的洗，但是

在使徒行傳第 2 章中，也就是五旬節期，聖經只說「聖靈降臨」，卻不是說「聖靈的洗」，

我們需要看第 6 處經文才會清楚。 

在使徒行傳 11 章中，彼得在哥尼流家中為他們施洗時，說，「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

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

受聖靈的洗。」（徒 11:15-16），這段經文中我們既看到哥尼流他們是受了聖靈的洗，也

看到「當初」聖靈降在使徒身上，正是「聖靈的洗」的意思。 

第 7 處經文，也是最後一處經文，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2 章 13 節所作的總結:「我們

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

飲於一位聖靈。」保羅將聖靈比喻成一座取之不盡，飲之不竭的活水泉，表示聖靈的洗

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能領受，並且不分種族（猶太或希臘）、階級（為奴的或自主的），都

可以擁有的福份。 

受聖靈的過程 

聖經中有許多處記載著門徒受聖靈的事件與過程，我們在此列舉幾處並且思想其中的原

則。 

信主的基督徒都會受聖靈 

約翰福音 7 章和 20 章分別記著，「…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約 7:39）

和「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約 20:22）。這兩段經文的

重點在於，真正信主的人都必然領受聖靈。請注意，經文並沒有記載門徒受聖靈時會發

生的現象。 

在約翰福音 20 章中，我們看到主向門徒吹氣，現在有些教會或是特會，我們也看到有

人向信徒吹氣，這看似有聖經根據，其實是很不理想的。聖經只有二次記載「吹氣」，

一處是在創世記 2 章 7 節，神造亞當時向他的鼻孔吹氣；另一處就是在約翰福音 20 章

這一處。這二處吹氣的主角都是上帝，而不是由人吹氣，這是我們需要非常謹慎，不宜

將自己所行的與上帝和耶穌的工作相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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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聖靈降臨後從使徒「受聖靈」的記載 

主要的三處經文都記載在使徒行傳： 

第一處在彼得的講道中：「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第 2 章）第二處在撒瑪利亞人身上:「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

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裡去。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

要叫他們受聖靈。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8:14-17）第三處則在外邦人身上：「彼

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

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於是彼得

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10:44-47） 

這三處經文都是人聽了道之後才受聖靈。第二處撒瑪利亞人受聖靈的過程比較特別，因

為他們是先信主受了洗，才受聖靈。聖經雖然沒有解釋原因，但是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個

合宜的解釋。 

(1) 首先，這三處經文都看到彼得作為代表，使他們領受聖靈，這其中應該有神特別的

心意，在當時將受聖靈的權柄在那時交由彼得去施行，舊約的撒瑪利亞人是混血的

半猶太人，對猶太人而言他們自認血純的純正，所以有些輕看他們，所以上帝特別

差派彼得和約翰去為此作見證，使猶太的信徒不得不接受和相信。 

(2) 其次，當時的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彼此不相往來已有數百年了，而上帝意欲要以此

促成雙方的和睦，當聖靈一視同仁的降臨在各自的一方，這就印證大家都是主內一

家了。 

(3) 最後，當時的新約聖經尚未完成，誰能檢驗或印證「真正基督徒」？因為教會是要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這就需要有從使徒而來的印證，也是彼得和約翰在這

幾處經文使門徒領受聖靈的可能原因。 

使徒保羅施行的受聖靈和歸納的結論 

在使徒行傳 19 章中，保羅在以弗所遇到幾個之前受施洗約翰洗禮的門徒，他們還沒有

領受聖靈，這是因為他們受的是表明悔改的水洗，還不清楚奉主名受洗的真正意義。所

以，當保羅教導他們真正信耶穌，並奉主的名受洗時，聖靈就降在他們當中。這讓我們

再一次看到真正的救恩是「唯獨相信主耶穌基督」，並且保羅在加拉太書 3 章 2 節說，「我

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顯然地，當我

們真正信了福音之後，就必然能受聖靈，並且悔改重生成為真基督徒。 

現今的教會在追求靈恩的現象時，往往將受洗與受聖靈分開理解，其實聖經的教導是受

聖靈才可能是基督徒，而不該是受洗成為基督徒之後，還需要追求所謂受聖靈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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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重生卻沒有受聖靈只有撒瑪利亞人和施洗約翰的門徒，這是例外，而不是聖經的常

例。我們不宜將例外當成常例來追求，甚至教導。 

聖靈的澆灌 

保羅在提多書 3 章 5-6 節說：「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

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

們身上的。」我們看到，凡重生的人理應受聖靈的澆灌。我們肉身的生命是從母親懷胎

而被生下，但是當我們認識主，並且悔改受洗後，我們就被聖靈重生了。「聖靈的澆灌」

和「聖靈的洗」，雖然用的語詞不同，但是其意思應該是很相近的，也就是賜給信主，

因聖靈感動，並且被更新的門徒。 

「聖靈充滿」的意義 

關於「聖靈充滿」的經文，其實自舊約就已經有了，我們列舉三段經文來思想其意義： 

出埃及記 28 章 3 節：「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充滿的，給亞

倫做衣服，使他分別為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出埃及記 31 章 3 節：「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

樣的工。」 

出埃及記 35 章 31 節：「又以神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聰明、知識，能做各樣的

工。」 

舊約中記載著最早被聖靈充滿的人是會幕裏的藝術家，他們可以為亞倫作衣服，也可以

作各樣的工。不單是讓他們具有藝術的能力，更要能表現出上帝的神聖與事奉上帝之工

當中的威嚴。 

關於新約中的聖靈充滿 

我們列舉出以下幾節經文，再略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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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13 處經文（其實還有數處），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人有聖靈充滿，如施洗約翰和他

的父母（第 1-3 段），主耶穌（第 4 段），使徒（5-7 段），司提反與其他門徒（8-9、11、

13 段），以及使徒保羅（10、12 段）。 

經文出處 經文 希臘文字根與詞性

1 路1:15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

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了。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2 路1:41
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所懷的胎就在腹

裡跳動。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3 路1:67 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4 路4:1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

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
πλήρης;形容詞

5 徒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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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6 徒4: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7 徒4:31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

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8 徒6:3-5

 3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

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

他們管理這事。 4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

為事。 5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

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

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二處都是πλήρης;

形容詞

9 徒7: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

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πλήρης;形容詞

10 徒9: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

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

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11 徒11: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

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πλήρης;形容詞

12 徒13:9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 πιμπλημι;動詞(被動)

13 徒13:52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 πληροω;動詞(被動)

新約經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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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請大家特別注意的是，新約的中文雖然都是用「被聖靈充滿」，但是在原文卻有分

成動詞（且都是被動詞態）和形容詞二大類。因為現在許多對「被聖靈充滿」的教導比

較多都是突然地、激情地、甚至是不可控制的，但是聖經中對聖靈充滿的現象還有一種

是溫和的，也就是經文中使用形容詞的，中文或許譯為「滿有聖靈」更為合宜。 

保羅為「聖靈充滿」所作的結論: 

保羅在以弗所書 5 章 12 節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這裡

用的是形容詞，而非被動詞態）。使徒行傳 2:13 節亦記，當五旬節聖靈降臨的那一天，

許多人也以為被聖靈充滿的使徒是被「新酒灌滿了」。保羅對聖靈充滿的教導有兩點：

(1) 「被聖靈充滿」是給信主的基督徒的命令。前面我們提及「受聖靈」、「聖靈的洗」

與「聖靈澆灌」都是信主的門徒應該有的經歷，但是「被聖靈充滿」卻是命令，並且是

門徒在信主後仍要努力持守的。(2) 聖靈充滿是「被動的」，是聖靈主動的工作，而不可

能有人為的操縱，或是刻意的操練就可以得到。 

聖靈充滿的表現: 

聖靈是聖潔的靈，所以真正被聖靈充滿的門徒應當是分別為聖，靠著聖靈過聖潔的生活

的人。但，有些人滿口講聖靈，卻過著不聖潔的生活。十多年前有三個靈恩派的領袖專

門講論聖靈充滿，之後他們卻陸續發生醜聞，被發現過著不聖潔的生活，有的甚至被判

刑。他們的聖靈論是狹窄的，以為有聖靈的恩賜就是被聖靈充滿，這種連結是不充足的。

士師記的士師參孫也有聖靈的能力，可是卻不一定被聖靈充滿。再者，聖靈充滿的門徒

應該是有佈道的熱心和為主作見證的信心和勇氣，並且結出聖靈「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的果子（加:22-23）。聖靈所結果子的九種特性，

沒有一種是與激情的感覺有關，都是很溫和內斂的，並且被聖靈充滿的門徒應該是常常

會歌頌神，且滿心喜樂的。 

至於現在有些教會將「說方言」或「行神蹟」解釋為「聖靈充滿」的表現，這在聖經的

教導中不是常例，不宜作為教導門徒認識「聖靈充滿」真正意義的例證，例如施洗約翰

既不會說方言，聖經也說他連一件神蹟都沒有行過，但是他卻是真正被充滿充滿的人，

所以我們當謹慎分辨這類的教導，是否合於聖經的總原則。 

被聖靈充滿的原則 

既然保羅對門徒如何「被聖靈充滿」沒有直接的教導，但是既然這是給門徒的命令，我

們可以從聖經中歸納出一些間接的原則。 

首先是要虛心，認知到自己對神的道和聖靈教導的缺乏，進而產生對屬靈的生命有渴慕

的心。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聖靈是聖潔的靈，所以我們應當在凡事上謹慎，並竭力使

自己的心思言行能靠著聖靈而潔淨自己，遠離惡事，常常地在禱告中祈求，也願意對還

未完全的聖潔生活或環境能忍耐等候。聖靈是上帝，是主，所以衪並不是照著我們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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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的時間表來充滿我們，而是在凡事上都有衪定好的美意在其中。 

曾有人問葛理翰牧師他是否被聖靈充滿，葛牧師一旁的同工立刻代為回答，「一定有的」。

而發問的人接著又問葛牧師他是否會講方言，這時葛牧師誠懇的回答說，他不會。這位

連續問了二個問題的人於是妄下結論說:「葛牧師你既然不會說方言，怎麼可能被聖靈

充滿？」葛牧師親切的回覆他說:「我並不敢說我常被聖靈充滿，這是我身邊的同工說

的，不是嗎？」一個委身上帝，服事神的僕人，用簡單的語詞佈道，卻能在世界各地，

透過數十種語言，引領數以百萬計的聽眾，不分種族、位階、男女，都能聽信福音後悔

改信主，這其中應該有聖靈的同在。 

聖靈充滿不是以外在的記號，如說方言，行神蹟來認定，而應該要查驗更內在，如果我

們前一段所說（例如是否結出聖靈的果子）的記號，這樣才不致於犯了以偏概全，甚至

如羊走迷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