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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25 基要真理 (2)

聖靈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使徒行傳 - 聖靈的澆灌
2: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2:3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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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

2:15 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2: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2:20 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2: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聖靈的澆灌
2: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凡有血氣的」：指「所有的人」。
➢以前聖靈僅降臨在少數的人身上如：基甸、掃羅、大衛，如今所有神的百姓都要成為先
知 (不分男女、老少、尊卑)

➢民 11:29 摩西對他說：「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嗎？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願
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彼得將「凡」延伸為包括外邦人在內，他們不會被排除在蒙聖靈澆灌或拯救的行列之外。

➢「說預言」、「做異夢」、「見異象」：

➢這些詞是先知用來在詩體中營造對稱的，並非是某一種人只限定用某種方式認識神的心

意，更不可能只限定在這三種方式上認識神的心意。

➢先知乃是廣泛的指出百姓們要用各種的方式進一步認識的心意。



作業
「說預言」、「做異夢」、「見異象」

➢ 在那些經文出現 Where:

➢ 在什麼狀況/處境「說預言」、「做異夢」、「見異象」 What/When:

➢ 誰「說預言」、「做異夢」、「見異象」Who: 

➢ 這些「預言、異夢、異象」
➢ 如何影響當時狀況/處境 How:

➢ 這些「預言、異夢、異象」彰顯神的什麼心意及果效 What:



救恩的實施

在聖靈裡與基督聯合



如何知道罪的嚴重性? 如何知道救恩的寶貴?

神的聖潔、
公義、榮耀

神的憐憫、
慈愛、恩典

神的忿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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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工作的方式
➢教導真理 → 知罪
➢祂是真理的靈（約14:17）。

➢祂教導、啟示門徒真理並讓門徒進入真理（約14:26；16:12-15）。

➢祂賜下生命（約3:6-7; 羅8:11)

➢賜下平安 → 知恩
➢祂是平安的靈（約14:26-27）。

➢祂賜下神同在的明証/確據 (羅8:16; 加4:6; 林後1:22；約一3:24, 4:13))

➢“保惠師”一詞在原文涵義豐富：“訓慰師、賜力量者、幫助者、輔導者、辯護
者、保護者”，甚至被譯為“中保”（約一2:1），表明該詞的中心意義是：替
我們說話、保護我們、救我們、安慰我們、賜恩惠給我們的那位；簡言之，就是
“賜平安者”。

➢聖靈的平安是真平安，不像這世界的虛假平安（約16:33）。



聖靈工作的方式
➢建造聖潔 → 活出基督
➢祂賜下能力（徒1:8, 4:8, 31…)

➢祂引領神的百姓兒女(羅8:14; 加5:18; 林後1:22)

➢祂是聖潔的靈（約14:26,33 ；羅8:13）。

➢祂使人在神裡合一 (林後13:11；腓2:1-2; 弗4:3)

➢祂將門徒建造成為聖潔的殿（彼前2:5；弗2:21-22；林前6:19-20）。



聖靈工作的目的 → 活出基督/聯合基督
➢成為基督的模樣

➢聖靈內住工作的目的是在門徒身上重建神的形像（林後3:18；帖後2:13-14；羅8:29）。

➢這個工作是將一切屬基督的顯明給門徒，使門徒真知道基督（弗1:17），包括操練僕人的侍奉和

體驗兒子的生命。

➢這個工作是一生之久，直到門徒身體復活時才完成（腓3:21；約一3:1-2）。

➢操練僕人的侍奉
➢門徒要成為神的僕人，因為基督是神的僕人（賽42:1-4；49:1-6；50:4-9；52:13-53:12）。
➢神的僕人有兩個特點：謙卑與溫柔。
➢學習基督為門徒洗腳的謙卑（約13:15；彼前5:5；2:21）。
➢學習基督的溫柔（太11:29；賽42:2-3；提前6:11；多3:2；加6:1；提後2:25；林後10:1）。

➢體驗兒子的生命
➢讓我們認識神是我們的天父，我們是祂的兒女（約一3:1；啟21:7）。
➢使我們稱神為“阿爸父”（羅8:14-17；加4:6）。
➢脫離假冒偽善和恐懼憂慮，得到兒子的自由（太6:1-8,16-18,25-28,31-34）。
➢接受和順服天父的管教，作順命的兒女（來12:5-10；加5:25）。
➢得到基督要我們得著的產業（來9:15）。



飲於活水的聖靈 → 活出基督的能力来源
➢飲於活水的聖靈在舊約中被預表

➢門徒要活像基督，必須飲於活水的聖靈（林前12:13）。

➢活水的聖靈是舊約神子民的渴望，等候基督到來時賜下（林前10:4；詩105:40-41；
78:15-16；賽43:20）。

➢聖靈的降臨就是賜下活水的聖靈給每個神的子民，洗淨他們的罪污，解除他們的干渴
（賽32:15；44:3；結36:25-27；47:1-12；亞13:1；14:8）。

➢飲於活水的聖靈是基督的應許
➢住棚節：節期的每一日（除了最後一日）祭司從西羅亞池取水，以金瓶盛裝，帶回聖殿，
在歡呼慶賀聲中，藉漏斗將水注入燔祭壇的底座。這有雙重目的：
➢回顧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日子，摩西擊打磐石出水（民20:2-13），這是神所賜給祂子民的恩福。

➢前瞻盼望彌賽亞來臨的日子，那時神要將生命的活水賜給祂的子民（賽12:2-6）。

➢基督在住棚節宣告賜下活水的聖靈（約7:37-39；4:14）。

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7:38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基督住棚節的宣告在五旬節得以實現（徒2:38-39）。



飲於活水的聖靈 → 活出基督的能力来源
➢聖靈的洗 (洗βαπτίζω: immerse, submerge 浸沒，淹沒: 被包住／圍)

➢兩種洗禮：約翰的洗(知罪)並無除罪功效，只有聖靈的洗(知罪、知恩、接受救
恩重生 -活出基督)才有功效（太3:11-12；徒1:4-5）。

➢聖靈的洗就是基督徒得重生（多3:5-6；羅8:9；約3:3-8）。

➢聖靈充滿
➢被聖靈充滿(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滿有聖靈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 受聖靈
影響、引導、帶領，見証真理、指向基督、活出基督、榮耀基督

➢ 聖靈的引領
➢是基督徒生命的起點 - 林前12:3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是基督徒成長的歷程（加5:25）

➢使我們與基督聯合（Union with Christ）(羅馬書 6:3-6 …)

➢使我們在基督裡享受一切豐富（Communion in Christ）(林後 13:14)

➢彰顯聖靈的恩賜（林前12；弗4）- 結出聖靈的果子（加5:22-23），並落實在地上的生活關
係中 (例如: 婚姻、親子、主僕、人際關係)（弗5:22-6:9；西3: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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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

➢ 在那些經文出現 Where:
➢ 提示: 「聖靈的洗 」七處經文

➢ 在什麼狀況/處境提到「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 What/When:

➢ 誰經歷「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 Who: 

➢ 這些「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
➢ 如何影響當時狀況/處境 How:

➢ 這些「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彰顯神的什麼心意及果效 What:



飲於活水的聖靈 → 活出基督的生命
➢聖靈充滿的結果
➢有智慧 (以弗所書5:15-21)

5: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5:16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5: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5:19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5:20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
5:21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

➢被基督的道理充滿。
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
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3:17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



飲於活水的聖靈 → 活出基督的生命
➢回顧聖靈的具體工作
➢聖靈在我們生命中的核心工作，是要榮耀基督，向我們顯明基督是誰，以及神為
我們所成就的，讓我們明白我們在基督裡的真相（約16:7-15）。

➢聖靈光照我們（弗1:17-18）。

➢重生我們（約3:5-8）。

➢使我們成為聖潔（加5:16-18）。

➢改變我們榮上加榮（林後3:18；加5:22-23）。

➢給我們確據（羅8:16）。

➢賜下恩賜裝備我們事奉（林前12:4-11）。

耶穌

聖靈聖經



經历的真實 → 經历真實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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