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12年 七⽉22⽇ 

基督以聖靈與⽕施洗 (⼆)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經⽂
⾺太福⾳3:11-12節:「11約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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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他⼿裡拿著簸箕, 要揚淨他的
場, 把麥⼦收在倉裡, 把糠⽤不滅的火燒盡了。」亦參路加福⾳3:16-17節。 
路加福⾳12:49-50節:「49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 倘若已經著起來, 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 50我有

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靈恩 
認識聖靈是誰, 以及認識聖靈的⼯作, 只有因著耶穌基督, 藉著耶穌基督才知; 也就是說, 聖靈只
在基督裏得, 在基督之外不得聖靈, 這沒有例外, 也沒有意外,「聖靈就是上帝藉著耶穌基督, 我
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上的, 好叫我們因祂的恩得稱為義, 可以憑著永⽣的盼望, 成為後
嗣。」(多3:6-7) 

施洗約翰對眾⼈說, 他⾃⼰⽤⽔給他們施洗, 但是在他以後要來的耶穌, 能⼒比他還⼤, 因他要
「⽤聖靈與火給⾨徒施洗」。施洗約翰⽤⽔給會眾施洗, 這事看似平常, 卻也開啟了歷史的新
⾴。其⼀, 從來沒有⼈可以吸引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 並約但河⼀帶地⽅的⼈, 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但河裡受約翰的洗; 其⼆, 施洗約翰這歷史新⾴的⾼峰就是為耶穌施洗, 因為聖靈在這次的
施洗時降下, 且僅降在耶穌⾝上。聖靈降在耶穌⾝上正應驗了詩篇第133篇所記, 油要先從頭澆
灌⽽下。 

然, 聖靈的油是豐富的, 無所限量的, 所以這油不會僅留在頭上, ⼀定會往下流向⾝體各部位。
⽽當油流⾄⾝體時, ⼜是另⼀新紀元的開啟, 教會⾃此從舊約的隱藏轉為新約的實現, 因為這無
所限量的油不僅可膏猶太⼈, 同時也可以膏外邦⼈。請⼤家記住, ⾝體是基督的⾝體, 油是聖靈
的油, 所以我們沒有權利看輕或拒絕任何⼀位基督⾝體的⼀份⼦, 和有聖靈的油的⼈。 

我們現在思想這事均以⾝體已經接上了頭, ⾝體與頭已經是⼀體, 以理所當然的態度思之。但, 
若耶穌受洗的當際, 就已經完成了他的⾝體連於他的動作的話, 他⼜何須再花上三年半傳道的
⼯夫, 並以死在⼗字架上結束他的⽣命? 上帝只要啓⽰施洗約翰說「⽤聖靈施洗」就好了, ⼜何
必說出「⽤聖靈與火給⾨徒施洗」的事? 我們將看到, 基督⽤火給⾨徒施洗成就了⾝體與他的
連結, 也就使聖靈的油可以⾃然順勢地從頭流下到⾝體。 

基督的火洗是每⼀基督徒當會經歷的, 無此火洗, 不得是基督⾝體; 無此火洗, 不得是上帝永⽣
教會的⼀員。因此, 耶穌受洗時的聖靈降下, 與五旬節使徒受聖靈的洗, 這兩者之間是緊密相
聯。聖靈雖是新紀元時刻的立標者, 但基督卻是時刻開啟背後的動⼒來源。 

「火」在舊約的意義之⼀: 以賽亞書9:15-19節
凡「火」所到之處皆顯火跡, 也給⼈極⼤的震撼。舊約聖常⽤「火」來表現上帝的忿怒, ⽽⼀
個被上帝怒火燒過的⼈或⺠族, 必顯出此怒火燒過的痕跡。於此, 以⾊列族著實是上帝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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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的⺠族, 因上帝對他們悖逆的懲治是⼤家有⽬共睹的。我們須注意, 上帝的怒氣在(教會隱藏
的)舊約如何發作, 也照樣在(教會實現的)新約發作, 因為教會只有⼀個。知此, 我們就必須了解
上帝發怒的原因為何。上帝的“⼀”告訴我們, 祂那時因何發怒, 今⽇也必因此⽽發怒。如果我們
忘記上帝這從⼀的屬性, 以為祂的恩典與慈愛可以遮蔽祂的發怒, 那我們是⾃尋滅亡。 

今天, 我舉⼀處令⼈驚懼的實例, 請讀以賽亞書9:15-19節:「15長老和尊貴⼈就是頭, 以謊⾔教⼈
的先知就是尾。16因為引導這百姓的, 使他們走錯了路, 被引導的都必敗亡。17所以, 主必不喜悅
他們的少年⼈, 也不憐恤他們的孤兒寡婦。因為各⼈是褻瀆的, 是⾏惡的, 並且各⼈的⼝都說愚
妄的話。雖然如此, 耶和華的怒氣還未轉消, 他的⼿仍伸不縮。18邪惡像火焚燒, 燒滅荊棘和蒺
藜, 在稠密的樹林中著起來, 就成為煙柱, 旋轉上騰。19因萬軍之主的烈怒, 地都燒遍, 百姓成為
火柴, 無⼈憐愛弟兄。」 

無疑地, 這段經⽂顯出上帝⽣發怒氣的原因為何, 就是在上者(那時稱為長老, 尊貴⼈或先知, 今
時稱為牧師, 傳道, 長老, 監督等)⼝中無道, 在下者(那時稱百姓, 今時稱基督徒, 會友等)因⽽⾏
在錯誤的道路上。這樣的教會顯出「厭棄萬軍之主的訓誨, 藐視以⾊列聖者的⾔語」之姿, 因
⽽⼝出愚妄的話, ⾏在褻瀆與⾏惡之列。在上者與在下者雖未⾒上帝的怒氣, 並不表⽰上帝對
這樣的情況沒有怒氣, 祂乃藉著先知講明此實況, 並告訴教會, 祂對這⼀代, 與下⼀代(即少年⼈)
和弱勢者(即孤兒寡婦)的不滿。上帝任憑這樣的教會⽣發不愛真理的⼼, 最後, 上帝的烈怒必帶
來了「火」的⾏動, 燒遍全地。以賽亞書10:17節這樣形容上帝的火,「以⾊列的光必如火, 他的
聖者必如火燄。在⼀⽇之間, 將亞述王的荊棘和蒺藜焚燒淨盡。」以賽亞書29:6節稱上帝烈怒
之火為「吞滅的火燄」, 這火之燒的⽬的為要「討罪」。 

我們讀這段聖經是越讀⼼越⽣畏懼, 尤其其中⼀段寫著,「雖然如此, 主的怒氣還未轉消, 他的
⼿仍伸不縮。」這什麼意思? 這意思是上帝雖已顯出祂的不喜悅與不憐憫, 但祂的怒氣卻不因
此⽽消去, 反⽽是怒上加怒, 終⾄以火燒來表達祂的忿怒。可⾒, ⼀個基督徒有機會回轉正道, 
卻放棄之, 持續在無道的環境下聚會, 他將遭致上帝不息的怒氣。 

那, 上帝到底在怒什麼? 請⼤家以賽亞書9:6-7節, 原來上帝對於教會不順服基督甚是忿怒。這
裏的關鍵字詞是: 聖靈, 聖道, 聖徒, 凡有聖靈之油的聖徒必⾔聖道; 從基督徒之⾔語可斷定他是
否有聖靈的油。依此原則, 無聖道在⼝中的基督徒, 即便他⾃稱是基督徒, 他⾃⼰顯出是沒有聖
靈的油的⼈。這等⼈(在上帝⾯前)⼀再地⼝稱神, 甚或聖靈, 上帝看這樣的⼈是褻瀆祂的, 是⾏
惡的⼀群, 因無聖道之⾔語皆是愚昧的的話。 

「被引導的都必敗亡」 
請⼤家注意這段聖經中的⼀句話,「被引導的都必敗亡」。這句話的意義甚明, 聽道者因不分
辨, 隨著不傳基督⼗架之道的在上者, 他不因是在下者, 無權無責, ⽽不敗亡。 

「萬軍之主」 
這段聖經題及「萬軍之主」的名, 我們常聽之, 卻不明此名何意; 並常問, 上帝帶領的萬軍到底
進⾏怎樣的戰爭? 我們看到, 主的使者, 也就是, 尚未道成⾁⾝的基督, 永遠領在以⾊列⺠前頭
攻城掠地。那, 基督在新約時代所要攻之城, 掠之地為何? 是否是某⼀個社區, 某⼀個城市, 甚
⾄某⼀個國家, 要使之成為基督社區, 基督城, 甚⾄基督國嗎? 這些都不是。基督要得的是屬於
他的⾨徒的⼼, 從舊約到新約皆如此。⼤家讀耶利米書會發現⼀個經常出現的字眼,「背道」, 
如第2章19節:「你⾃⼰的惡必懲治你; 你背道的事必責備你, 由此可知可⾒, 你離棄主你的上帝, 
不存敬畏我的⼼, 乃為惡事, 為苦事。這是主萬軍之主說的。」因基督所⽤爭戰的兵器就是他
的道, 因此誰有此福份為基督精兵, 為他所領來爭戰便不⾔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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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受洗時只有聖靈並無火, 故火須耶穌⾃⼰去得 
舊約的「火」既是如此, 那基督以火施洗⼜是怎麼⼀回事? 施洗約翰說基督「要⽤聖靈與火給
你們施洗」, 基督在其受洗時有⽗所賜的聖靈, 故他⼿中已有聖靈可以為⾨徒施洗; 聖靈必須先
住在基督裏, 爾後才永住在聖徒裏。同理可得, 基督⼿中須先有火, 他才可以⽤火給⾨徒施洗。
⽗已將聖靈賜給基督, 且是沒有限量的, 基督不可能再從⽗那裏再得著比聖靈更⼤的禮物, 因基
督受洗時並無此火, 故基督須親⾃作⼯好得着這火, 即此火乃是他在爾後的⼯作才得著。請注
意, 施洗約翰這預⾔⼀出, ⼜因聖靈真的降在耶穌⾝上, 所以基督就「必須」得著這火, 他沒有
絲毫後退的權利。 

施洗約翰說的是「⽤聖靈與火」, 即表⽰⽤聖靈施洗與⽤火施洗必須同時成立, 兩者是分不開
的。即便基督有了⽗所賜的聖靈, 他若無火, 他亦無法⽤聖靈施洗。那麼, 這「火」是甚麼? 基
督⾃⼰給了我們這問題的答案, 他說:「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 倘若已經著起來, 不也是我所願意
的麼? 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路12:49-50) 耶穌說他有當受的洗, 還
未成就, 這洗顯然不是指他在約旦河的受洗, ⽽是指上帝在他⾝上那旨意的洗, 也就是, 他在⼗
字架上的死。 

信徒受聖靈的洗必包含這火 
基督說, 他⼗字架的死是⼀把火, 且是可使全地都著起來的火。基督是與上帝同在的道, 這道有
永⽣, 凡得之者必有永⽣之道。基督賜這永⽣之道乃藉著⼗字架的火, 燒在凡屬他之⼈的⼼
中。由於火已經被基督在⼗字架上燒盡了, 故耶穌在使徒⾏傳1:5節只說「受聖靈的洗」, 卻不
再題到火。這樣看來, 基督在寶座上以聖靈施洗於我們, 這洗必包含他所賜的火洗。 

因此, 將五旬節脫離基督的死與復活, 那節期已失其意義。正視五旬節意義的基督徒, 或說受聖
靈洗之福的基督徒, ⼝必傳基督⼗架。猶記以賽亞⾒到主時, 說到⾃⼰是嘴唇不潔的⼈, 這不潔
嘴唇的潔淨⼯夫乃是靠著火來完成。基督⼗架只有基督徒可傳, 也只有受過聖靈的洗的基督徒
才能傳; 反之, 不傳基督⼗架的基督徒, 未受過聖靈的洗, 也就沒有為王者的寶劍與權柄。 

近⽇聽到某位有名氣, 財⼒雄厚的教會的牧師居然說, 明不明⽩洗的意義並不重要, 只要⼈願意
受洗, 就可成為教會的⼀員。他甚⾄要求講道者不可題「罪」,「律法」, 只須題「恩典」, 這樣
才可以將97%不信主的台灣⼈帶進教會。這尊貴的牧師豈不以謊⾔教⼈, 使所聽的走錯路！其
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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