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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第 9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借着祂的灵引导我们， 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及这一课有关建立教会的学习交给主。 
 

2 分享 (20 分钟)                                                       [灵修] 
哥林多前书第 13 - 16 章 

 
轮流简短分享 (或从你的笔记读出) 你从指定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至十六章)所得的灵修领受，只需分享其中

的一次灵修。 
专心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领受。不要讨论他的分享。摘录笔记。 
 

3 背诵 (5 分钟)                                                   [约翰福音的钥节] 
(3) 约翰福音 2:25 

 
两人一组查阅。  
(3) 约翰福音 2:25。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4 讲授 (85 分钟)                                                      [教会节日] 
五旬节：纪念圣灵降临  

 
简介。 五旬节是我们纪念圣灵降临的基督教节日。我们将学习圣经所教导有关圣灵降临及其对基督徒的影

响。我们将了解旧约如何预言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时发生什么事、以及为什么圣灵降临对我们很重要。 
 

A. 有关圣灵降临的预言 
 

1. 旧约的收割节日是圣灵倾倒的征兆。 
  

在旧约中，五旬节是一个收割的节日，标记着收割的正式结束 (出埃及记 23:16)。它发生在庆祝逾越节安息日
后的星期日 (尼散月的第一个月的第 15 天或 3 月至 4 月) 之后的七个星期，那时第一捆稻谷交给祭司在耶和华

面前挥动 (利未记 23:10-11)。因此，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以后五十 (希腊文: pentékosté) 天，它宣告新收割的开

始，也象征着日后耶稣基督的复活！ 
 

五旬节也被称为 「七七节」， 这是圣灵降临的表征 (利未记 23；申命记 16)。以色列人必须把他们的部分收成

带到圣殿，与神如何祝福他们成比例。在那里，他们与家人、仆人、利未人、异邦人和镇上的穷人一起用欢乐

的盛宴来庆祝。因此，五旬节是一个为收成而对神的感恩的节日。 
 

在新约中，圣灵在这个收割节期间降临 (使徒行传第 2 章)。使徒们传讲福音，结果三千人归向耶稣基督，于是

第一个地方会众便在耶路撒冷成立了！因此，旧约的农务收割节成为了新约的属灵收割节。新约的收割节带来

了遍布世界各地的新基督徒和新的地方教会！   
 

2. 旧约对圣灵降临的预言。 
 

发现和讨论。以下的预言对圣灵降临说了些什么？ 
 

 (1) 以赛亚书 32:15；以赛亚书 44:3。 
神说祂要把祂的灵倾倒在祂的百姓身上，就像雨从天上(地之上)倒出来 ，落在干渴的地和干燥的地上，把沙漠

变成肥沃的田野和森林。所以圣灵从天上(神居住的地方)降临，会带来许多祝福！ 
 

 (2) 以西结书 36:25-28。  
神说祂要把洁净的水洒在祂的百姓身上，洁净他们的一切不洁和偶像。祂会除去他们的石心，把祂的灵放在他

们里面， 这样他们就会跟随和服从神的话语。 
 
 



© 2016 「空中门徒训练」 训练手册 5  第 9 课：五旬节 页 2 

 (3)  约珥书 2:28-32。 
神说祂要把祂的灵浇灌在祂的子民身上。他们会说预言、做异梦和见异象。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4) 撒迦利亚书 4:6。  
神说祂完成祂的工作不是靠人的暴力或权力 (恐怖主义、战争等)，而是靠祂的灵。 
 

因此，圣灵的降临将带来： 
• 求告耶和华的人得着救恩 
• 被洁净和更新的心 
• 对神的道之顺服 
• 梦和异象变成有目的和有成果的生命！ 

 

3. 新约对圣灵降临的预言。 
 

发现和讨论。耶稣基督对圣灵的降临有什么预言？ 
 

 (1) 约翰福音 7:37-39。 
耶稣多次预言圣灵降临在祂的子民 (信徒) 身上。信徒 (在祂死和复活前的时期) 必须等待圣灵的浇灌，直到祂

得荣耀之后 (即直到祂复活、升天和登基)。只有这样，圣灵才会从他们身上流出「活水的江河」。 
 

 (2) 使徒行传 1:5。  
耶稣说，祂的门徒将在祂升天后不多天便会接受圣灵的洗。这发生在五旬节，并记载在使徒行传第 2 章。使徒

行传 11: 14-18 和使徒行传 15: 6-11 教导「圣灵的洗」 (圣灵的浇灌) 与 「圣灵重生」 是一样的。  
 

B. 圣灵降临前后所发生的事 
 

1. 五旬节当天圣灵降临。 
 

阅读  使徒行传 2:1-47。  
发现和讨论。圣灵是如何在五旬节被浇灌出来的？ 
 

 (1) 圣灵在旧约期间降临到人身上。 
虽然圣灵在旧约期间已经降临到人身上，但圣灵的浇灌和永远内住是新约的一个独特应许和事件 (民数记

11:17,25,29；撒母耳记上 10:6；16: 13-14；19: 20-21；撒母耳记下 23:2； 参见约翰福音 20: 21-23)。 
 

 (2)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耶稣基督升天十天后，祂将圣灵倾倒在祂的众子民身上，即当时所有的耶稣基督的信徒。那一天是在聚集收割

的节日。因此，来自罗马帝国内外许多国家 (散居国外者) 的犹太人都来到耶路撒冷庆祝。五旬节是所有犹太人

三次强制性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活动之一 (申命记 16:16)。 
 

 (3) 五旬节的独特表征。 
• 「像强风吹着的声音」象征圣灵那强大又看不见的力量，祂以主权方式使人重生 (约翰福音 3: 3-8)，以及在

祂愿意的任何地方作工 (使徒行传 16:6-10)。 
• 「好像火焰的舌头分开落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象征祂用世界不同语言，以及燃烧的热情、爱、勇气和信

念来宣告福音的礼物 (使徒行传 2:3)。 
•  听众听到基督徒「用周围民族不同的可理解语言说出」 有关神的奇事 (使徒行传 2:11)。 
•  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间地方教会」，并致力于使徒的教导和团契，以及擘饼和祈祷 (使徒行传 

2:42)。 
 

 (4) 圣灵浇灌在第一批犹太人身上，他们已经是信徒 (基督徒)。 
在五旬节那天， 圣灵首先被浇灌在大约 120 位耶稣基督的第一批门徒身上。虽然他们已经是信徒，但他们不

可能在较早的时候接受应许的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 (约翰福音 7:39)。现在耶稣已经得了荣耀(即复

活、升天和加冕为万王之王)， 他们是第一批接受圣灵永久内住的人 (约翰福音 14: 16-17)！ 
 

 (5) 圣灵浇灌在第一批犹太人身上，他们只刚刚在五旬节成为信徒。 
使徒彼得和其他使徒一起在五旬节向犹太人和改依犹太教的人传扬福音 (使徒行传 2:10)。大约三千名来自不同

国家和语言的犹太人 (和改依犹太教的人) 愿意归附，相信福音及接受圣灵作为来自天上的礼物 (使徒行传 2:38, 
41)。就是这样，耶稣基督的使徒们为第一批犹太人打开了神国的大门 (马太福音 16: 18-19 章)。  
 

五旬节成了重生的人的属灵大丰收！五旬节是纪念圣灵在新约时期浇灌在第一批信徒节日。凡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接受了圣灵 (受了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 11：15-18)，地方教会开始到处兴起 (使徒行传 2:38, 41；使徒行传

9:31)。在新约的所有书卷里，圣灵的洗的正常证据 (证据) 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地方教会 (或: 家庭教会) 的产生 
(参见马太福音 18:20)！ 
 

2. 五旬节之后的圣灵浇灌。 



© 2016 「空中门徒训练」 训练手册 5  第 9 课：五旬节 页 3 

 

发现和讨论。五旬节之后，圣灵是如何被浇灌？ 
 

 (1) 为人打开神的国的权力。   
阅读  马太福音 16:18-19；马太福音 18:18。 
耶稣基督承担着关闭和打开大门的钥匙 (启示录 3: 7-8)！耶稣基督将打开神的国的钥匙，只交给了祂自己的门

徒。他们后来被称为耶稣基督的 「十二个使徒」。他们的使命是向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犹太人、在撒玛

利亚的撒玛利亚人和在地极的外邦人，作基督的见证 (使徒行传 1: 8)。他们的使命和权力是向第一批犹太人 
(使徒行传 2)、第一批撒玛利亚人 (半犹太人) (使徒行传 8) 和第一批外邦人 (非犹太人) 打开神国之大门 (使徒行

传 10)。 
 

 (2) 圣灵浇灌在第一批成为信徒的半犹太人 (撒玛利亚人)身上。 
阅读  使徒行传 8:4-17。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以前是敌人，他们彼此鄙视。撒玛利亚人因着腓力的传福音而成为信徒，但那时他们并没

有立刻接受圣灵，因为他们必须等候耶稣基督的使徒为他们打开神国的门。使徒彼得和约翰从耶路撒冷来到，

为他们祷告和按手在他们身上，作为他们接待从上面来的圣灵的标记。这样，使徒彼得和约翰为第一批半犹太

人打开了神国之门。  
 

 (3) 圣灵浇灌在第一批成为信徒的非犹太人 (外邦人) 身上。 
阅读  使徒行传 11:14-18；15:7-11。  
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前也是敌人，因为外邦人崇拜偶像，且经常攻击神的旧约子民。神首先要改变非犹太人哥尼

流和犹太人彼得的态度。神不得不使用不寻常的异象方式，使外邦人哥尼流和犹太人彼得的态度发生改变 (使
徒行传 10:1-23)。当第一批外邦人听到福音，并心里开始相信它，他们便受圣灵的洗 (即是他们重生了)。这就

是为什么他们接受了水的洗礼 (使徒行传 10: 47-48)。这样，使徒彼得传讲福音，并打开了神国的门给第一批非

犹太人。 
 

 (4) 新约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使徒的根基上。 
阅读  以弗所书 2:20；启示录 21:14。 
因为耶稣基督利用祂的使徒为万国打开了神国的大门 (在新约中细分为的三个主要群体： 犹太人、半犹太人和

非犹太人)，于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们被称为 「教会的根基」。 
 

基督教会在第一批犹太人、第一批撒玛利亚人和第一批外邦人作了这历史性开始之后 (这是救赎历史的一部

分)，每个国家的人民只要听到福音，并相信耶稣基督，就会受到圣灵的洗 (接受圣灵) (以弗所书 1:13；提多书

3: 3-8；参见使徒行传 2:39；4: 4；5:32；6: 7)。 
 

C. 圣灵的浇灌对基督徒的重要性 
 

1. 圣灵的位格。  
 

 (1) 位格。  
圣灵不是一个非具人格的力量，而是一个位格，就是神自己 (使徒行传 5: 3-4)。祂是神的存在的第三种存在或

启示，是不能分离出来的，但却可以在神格的合一中区别出来 (马太福音 28:19 章) 1。 
 

神的神性超越这个创造的宇宙的特征： 
• 就神格(本质)而言，祂是一个合一形态。 
• 而就祂的内在区别(位格)而言，祂是一个复数形态。 

圣灵的存在也超越(在之上)创造的空间和时间。 
 

 (2) 属性。 
祂有神的内在属性，就像永恒 (希伯来书 9:14)。祂与宇宙的关系中具有神的相同属性，比如无所不在 (诗篇 
139:7-10)、无所不能 (耶利米 32:17, 27) 和无所不知 (诗篇 139:1-4)。 
 

 (3) 名称 。 
圣灵的名字指向祂的神性 (罗马书 8: 9-10)，祂的性格为 「真理、爱和恩典」 (约翰福音 14:17；罗马书 15:30；
希伯来书 10:29) 或祂作为人的 「智慧」(以赛亚书 11: 2)。  
 (4) 象征 。 
圣灵的象征意指祂在信徒 (基督徒) 中的工作。  
• 作为 「鸽子」降临在耶稣基督，祂象征纯洁、温柔和恩慈的风格 (马太福音 3:16；约翰福音 1:32)。 
• 作为 「不可预测和不可抗拒的风」，祂使人重生和更新 (约翰福音 3: 3-8)。 
• 作为 「活水」，祂使人完全得救和满足，并使他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约翰福音 7:37-39)。 
• 作为 「火的舌头」，祂激励信徒不恐惧的和满有信念的，热诚地在世界不同语言的地方传扬福音 (使徒行

传 2-4)。 
                                                           
1 参阅训练手册 2，补充 8。 「神和神的儿子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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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油」，祂膏抹信徒作祭司、先知和王室的任务。 
• 作为 「印记」，祂将自己拥有权的记号放置在信徒身上 (罗马书 8:16)。 
• 作为 「按金」(首期付款)，祂向信徒保证全然的丰盛正在进行中 (哥林多后书 1: 21-22)。 

 

2. 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圣灵功能 
 

(1) 圣灵是给地上所有基督徒作基督的永久代表。 祂使耶稣基督和父神真实的展示给地上的人，祂也

是圣经中所有应许的应验保证 (哥林多后书 1:22)。  
 

阅读 约翰福音 16:7；约翰福音 14:16-18。 
 

圣灵的存在和功能。 圣灵不是一个非具人格的力量 (如一神论派所相信的)，而是一个具有个人属性的神圣存在 
(约翰福音 14:26；约翰福音 15:26； 使徒行传 15:28；罗马书 8:26；哥林多前书 12:11；提摩太前书 4:1；启示

录 22:17)。祂是一个位格，与父神和圣子一样 (马太福音 28:19； 哥林多前书 12:4-6；哥林多后书 13:14；彼得

前书 1: 1-2)。祂有相同的神圣性质，本质上是与父神和圣子一样。 
 

三位一体的神的功能是建立在神的本体存在(形上学的、永恒的和三位一体的)的基础上。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 
是父神的工作 (使徒行传 2:17；使徒行传 11: 16-17) 和同时也是神的儿子的工作 (马太福音 3:11；使徒行传 
2:33)。就好像父神和圣子，圣灵教导 (约翰福音 14:26)和带领基督徒进入所有真理 (约翰福音 16:13)，并使人承

认罪、公义和审判 (约翰福音 16：8)。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基督升天和圣灵从上面浇灌到地上的人身上，都是独特的历史事件 (救赎历史)。在世界

的任何其他宗教中，没有类似的历史事件出现！ 
 

耶稣基督请求圣父将圣灵赐给祂的门徒。 
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 14:16)。在希腊文

里，有两个词可用作为「祈祷」： 请求和要求。 
- 「请求」(希腊文: aiteó)这动词经常用在一个较低的人向一个更高的人提出一些请求的情况。 「请求」这词经

常用在人在祷告中向神祈祷，表达「恳求」的意思  (约翰福音 4: 9-10； 14:13；15:7,16； 16:23-24, 26)。 
- 「要求」(希腊文: erotaó)这动词经常用在一个人向一个平等的人作出请求。这词常用在耶稣在平等的基础上

向祂的天父提出要求 (约翰福音 14:16； 17:9, 15, 20)！我们决不能把耶稣基督想象成一个向神乞求恩惠的人。

耶稣基督完全赢得祷告的所有答案， 是建基在祂所完成的救赎工作！  
 

圣灵是在地上的基督徒前的耶稣基督代表。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

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

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 14:16-17)。 
 

「保惠师」 (希腊文: paraklétos) 这词的字面意思是：「被差派站在你旁边和给你帮助」。它不带着拉丁语翻译

的被动意思：「支持者」 或 「辅导者 」 ，也没有希腊文翻译的被动意思 (约伯记 16:2)：「安慰者 」。它具

有 「帮助者」、「中保」 和 「代表」的积极含义，如在其他希腊文献一样。  
• 在天上的代表(希腊文: paraklétos)是基督。在约翰一书里耶稣被称为地上信徒 (基督徒) 的天上代表。祂代表

基督徒对父神讲话 (约翰福音 2:1)。祂在天上积极为基督徒代祷。因此，耶稣基督是地上基督徒在天上的帮

助者或代表。 
• 在地上的代表(希腊文: paraklétos)是圣灵。在约翰福音中，圣灵对地上基督徒来说，是耶稣基督的地上代

表。祂代表在天上的耶稣基督对地上的基督徒说话 (约翰福音 14: 16-17；约翰福音 16: 13-15)。祂清楚地解

释耶稣基督的话 (约翰福音 14:26；约翰福音 15:26；约翰福音 16:14)。祂将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 (重生、

称义和成圣)应用在地上的人的生命。 
 

圣灵是「另外的」 的代表，但并不表示祂独立于耶稣基督。即使耶稣基督在天上的神面前是基督徒的代表，

圣灵也同样是在地上基督徒前基督的代表。圣灵是基督的灵，与基督徒同在，并住在他们里面(约翰福音 
14:16-17)。祂是 「基督在你里面」 (罗马书 8: 9-10；哥林多前书 3: 17-18)！当耶稣基督还在祂地上的身体里

时，祂每次只能在一个地方。但现在耶稣基督是在地上的圣灵里，祂是同一时间在每一个地方。圣灵是地上基

督徒的一切，就像基督的人性若仍在地上会做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耶稣基督在祂的人性中)去
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圣灵 (耶稣基督在祂的神圣本性中)便可以到来 (约翰福音 16: 7)。耶稣基督应许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 14:18)。 而且，「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马太福音 28:20)！  
  

圣灵使未成年的孩子和律法下的奴仆，成为成熟的儿女和神的后嗣。在圣灵的浇灌后，耶稣基督的灵将「与」

基督徒同在和 「在」他们里面，即是站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并活在他们的心中和生命里。神 (基督) 透过圣

灵来生活在基督教会 (以弗所书 2:22) 中，使教会的成员成为世上各国的君王、祭司和先知 (彼得前书 2:9-10)。  
• 在圣灵降临之前，神的儿女 (在旧约期间) 是 「未成年儿童和受律法监督的奴隶」。 (加拉太书 4:1-7；5: 

4；罗马书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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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圣灵降临之后，神的儿女 (在新约期间) 是 「恩典下的成熟儿子和后嗣」。 

神的新约子民是 「神属灵的殿」 (哥林多后书 6:16)。神的旧约子民 (以色列的信徒) 已经放下了他们独特的民

族 (犹太人)性格，成为神的国际子民 (约翰福音 10:16；启示录 5: 9-10)。犹太和非犹太基督徒已经放弃了自夸

的「自由」 (没有奴隶) 和 「男人」 (不是妇女)， 成为了 「亚伯拉罕的后代和后嗣」 (加拉太书 3: 28-29)。 
 

 (2) 圣灵将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应用于基督徒的生命中。 
耶稣说：「那代表是真理的灵。世界(非基督徒和罪恶的)不能接受他， 因为它既看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但你

认识祂，因为祂和你生活在一起，并将会在你里面。」(约翰福音 14:17)。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被称为 
「真理」 (约翰福音 14:6)，因为祂成就了 (马太福音 5:17)、取消了 (歌罗西书 2:14) 和废除了 (以弗所书 2:14-15) 
旧约的 「影子」，并引入了新约 的「现实」(约翰福音 1:17；歌罗西书 2:17；希伯来书 8: 5；希伯来书 10:1)。
圣灵被称为 「真理的灵」 (约翰福音 14:17)，因为在整个历史中，祂将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应用于新基督

徒的生命里。 
 

至于那不能接受圣灵的 「世界」，它是指那些喜爱黑暗胜过爱光明的人的世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约
翰福音 3:19)。这个世界公开地敌视神、基督、基督教会和基督徒 (约翰福音 15:18)。这个世界跟随撒但的谎言 
(约翰福音 8:44；参见约翰福音 14:30)，不能辨别或拥有属灵物质 (哥林多前书 2:12-14)，也不承认圣灵 (约翰福

音 12：22-37；使徒行传 2: 12-17)。圣灵降临后，这个世界不能接受圣灵 (耶稣基督的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
看见过 (观察) 祂、承认祂或经历祂。「看见」 和 「知道」这两个动词都是现在持续时态。但真诚的基督徒一

直用他们的属灵眼睛看见祂和祂的工作，承认祂，并在生活中经历祂。   
 

 (3) 圣灵使耶稣基督的同在成为基督徒的现实。 
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 14:18) 。虽然主耶稣基督按照祂的神性和人

性离开祂在地上的门徒，以便返回天上，但祂自己以圣灵回到他们当中 (在五旬节)！ 
 

圣灵提醒基督徒有关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教导他们的一切，以及一切他们应该知道的 (约翰福音 14:26)，祂也为

基督作见证 (约翰福音 15:26)和荣耀祂 (约翰福音 16: 13-15)，那就是向基督徒展示祂的神圣属性的可见现实，

以及把耶稣基督放在世界基督徒的中心点。祂把基督救赎工作的功绩应用到全世界基督徒的生命中。 
 

因此，在五旬节的圣灵降临，耶稣基督回到了祂在地上的追随者。约翰福音 14:18 不是指基督将来的第二次降

临，而是指基督在圣灵的浇灌中降临！这就是为什么拥有与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密切认识和经历，是属圣灵的果

子 (罗马书 8:9-11, 15-17; 哥林多前书 12:12-13)。父神和圣子透过圣灵来与基督徒同住，并且住在他们里面 (约
翰福音 14:23)。 
 

3. 圣灵在人身上的功能。 
 

 (1) 圣灵使世人知罪。 
祂使世界领悟罪 (他们的偶像)、公义 (基督的) 和审判 (如果他们拒绝这公义) (约翰福音 16: 8-10)。 
 

 (2) 圣灵在地上代表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 15:26；16: 13-15)。 
祂被完全倾注在地上的基督徒，正如耶稣基督亲自在场祂会做的一样！ 
 

 (3) 圣灵改变人。 
他使人重生 (约翰福音 3: 3-8；提多书 3: 3-7)，使人们听到神的话语 (约翰福音 14:26;以弗所书 6:17)，并使人们

遵守神的道 (彼得前书 1: 2)。祂使基督徒变得越来越圣洁 (加拉太书 5:13-26)，也在基督徒的苦难中坚强他们 
(罗马书 8: 26-27)。 
 

4. 圣灵在教会中的功能。 
 

 (1) 圣灵荣耀耶稣基督。 
祂总是在基督徒的经历和生命中荣耀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 16:14)。 
 

 (2) 圣灵管理教会。 
圣灵透过重生 (圣灵的洗礼)使信徒成为基督教会的真正成员 (哥林多前书 12:12-13)。祂把个别基督徒变成一个

神居住的属灵居所 (以弗所书 2:22；彼得前书 2: 4-5)。祂使长老成为基督教会的真正监督者 (使徒行传 20:28 ) 
。祂对基督教会健全的教义和实践负责 (使徒行传 15:28)。祂指导基督徒聚会和事奉 (以弗所书 5: 18-19)。祂凭

己意给予基督徒属灵恩赐，使他们能够服事他人和协力建立基督教会 (罗马书 12:4-8)。 
 

 (3) 圣灵在世上执行基督的使命。  
祂挑选并呼召个别基督徒执行传扬福音、门徒造就和建立新会众的事工 (使徒行传 13:1-4)。祂给每个基督工人

个别的任务 (哥林多前书 3: 5-9；12:4-6, 11)，并在他们受迫害期间鼓励他们(使徒行传 13:49-52)。  
 

D. 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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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灵的洗」 的表述。 
 

 (1) 「圣灵的洗」 的表述 
「圣灵的洗」 (希腊文: baptizó en pneumati) 这表述在整本新约只出现七次(马太福音 3:10-12；马可福音 1: 8；
路加福音 3:16；约翰福音 1:33；使徒行传 1: 5；使徒行传 11: 14-18 和哥林多前书 12:12-13)。这七次全都是表 

述基督徒生命的开始(透过圣灵重生)！「圣灵的洗」 很显然是与信徒聚集到神的国度有关， 而 「火的洗礼」

在这里是与不信的人的最终审判有关 (马太福音 3:10-12)。「圣灵的洗」很明显是与接受圣灵有关，那是当人
相信(使徒行传 10: 43-44；使徒行传 11: 14-17；使徒行传 15: 7-9；参考约翰福音 1:12-13；7:37-39；使徒行传 
19: 21 哥林多前书 12:3；以弗所书 1:13；提多书 3: 4-8)， 或当人被改变、拯救和加到教会 (使徒行传 2: 38-41；
使徒行传 11:18)。  
 

 (2) 预言和应验。  
预言。 
圣灵的洗已在旧约里预言 (以西结书 36:25-27； 约珥书 2:28-32)。 
 

救赎历史的应验。 
圣灵的洗的应验发生了如下： 
• 对于基督的第一批门徒，这记载在使徒行传  2:1-4 
• 对于第一批犹太人信徒，这记载在使徒行传 2:37-41 (参见使徒行传 1:8a， 耶路撒冷和犹太) 
• 对于第一批撒马利亚信徒，这记载在使徒行传 8:12-17 (参见使徒行传 1:8b, 撒马利亚) 
• 对于第一批撒外邦人信徒，这记载在使徒行传 10:34-48 (参见使徒行传 1:8c； 11:14-18；15:7-11，地极).  

 

正常的应验。 
此后，凡听见福音并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便「接受圣灵」(使徒行传 2: 38-39) ，「受圣灵为印记」 (以弗所书 1: 
13-14)或 「受圣灵的洗」，这样便成为基督身体的成员（普世教会） (哥林多前书 12:12-13)！ 
 

2. 圣灵的洗的意义. 
 

 (1) 圣经中使用了不同的词语来表述圣灵的洗。 
• 是从神生的 (约翰福音 1:12-13)，从圣灵生的 (约翰福音 3:5)，重生/从上面生的 (约翰福音 3:3,7)。 
• 受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 1:5; 11:16；哥林多前书 12:13)。 
• 被圣灵浇灌 (使徒行传 2:17,33；提多书 3:6)。 
• 受了圣灵 (使徒行传 8:15；10:47)。 
• 圣灵降在身上 (使徒行传 8:16；10:44； 11:15)。 
• 领受所赐的圣灵 (使徒行传 2:38；11:17；15:8)。 
• 受了圣灵的印记 (以弗所书 1:13)。 
• 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而得拯救 (提多书 3:5；使徒行传 11；14,18; 约翰福音 3:3-8)。 

所有这些表达都象征着一个人在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接受圣灵。 
 

 (2) 圣灵的洗意味着接受圣灵，藉此一个人得着重生和拯救。   
当第一批外邦人听见福音并相信耶稣基督时，圣灵就落在他们身上，就像祂在起初落在犹太人中的第一批门徒

身上一样。神给了他们那包括圣灵本身在内的礼物，并称这事为圣灵的洗(使徒行传 11:15-17)。这是第一批外

邦人的五旬节！其结果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被拯救，就像相信耶稣基督犹太人一样 (使徒行传 2:18, 21；
11:14；15:11；参考以弗所书 1:13)。神赐给他们悔改，以致得着生命 (使徒行传 11:18). 神洁净了他们的心 (使
徒行传 15:9)。 
 

 (3) 圣灵的洗礼意味着接受圣灵，藉此一个人开始属于基督和祂的教会 (身体)。 
施洗约翰说耶稣基督会用圣灵给人施洗，并以这方式将他们当作麦子聚集到祂的谷仓里 (马太福音 3: 11-12)。 
保罗在五旬节后 26 年写给生活在哥林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信徒，指出不是只有一个特定的群体受到圣灵的洗

礼，而是 「我们都被(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包括世界上所有使徒和所有信

徒 (哥林多前书 12:12-13)。因此，当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便会被(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基督的身体 (参
见以弗所书 1:22-23)。 
 

 (4) 圣灵的洗礼意味着接受圣灵，藉此圣灵在信徒里内住和作工。 
在圣灵的洗礼中，圣灵来住在信徒的身体 (约翰福音 7:37-39；哥林多前书 6：19-20) ， 祂亦被称为耶稣基督的

灵 (罗马书 8: 9-10)。然后圣灵开始将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应用到信徒的生命中。随着时间过去，很明显的看到

圣灵赐给基督徒的属灵恩赐是有所不同的。  
 

E. 圣灵充满 
 

1. 圣灵充满的意思。 
 

 (1) 圣灵是一个大能的位格，而不是一个具非人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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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圣灵充满」？如果圣灵只是一个具非人格的力量，你便可以拥有一定的尺度或数量 (例如百分之三十)的
祂； 那么你的主要心态很自然会是：「我如何能拥有更多的圣灵 (例如百分之六十或百分之百)？」 
 

然而，如果圣灵是一个大能的位格，即神自己，来住在基督徒里面，那么你的主要问题很自然会是：「圣灵如

何能拥有更多的我？」基督徒从不占有圣灵，而是圣灵占有他们！关于圣灵充满 (或圣灵的丰盛) 的问题，是由

圣灵成就的， 因此它是一个有关耶稣基督透过祂的灵在我的心中和生命里的主权问题。「耶稣基督作为主和

君王，如何更多影响和决定我的生命？」  
 

被圣灵充满意味着我完全服从神，祂控制着我的全部。这意味着我已经倒空了我的自我，不再寻求自己的荣

耀， 而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荣耀 (罗马书 11:36)。这意味着神透过圣经引导我的生活，使我变得越来越像基督，

令我的事奉越来越有果效。  
 

 (2) 圣灵充满的应许。  
耶稣对圣灵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向基督徒应许，活水的江河要从他们里面流出 (约翰福音 7:37-39)。祂特别向

祂的门徒承诺，他们将得着能力在全地作祂的见证 (使徒行传 1: 8)。  
 

 (3) 圣灵充满的描述。  
圣经中的救赎历史如何描述圣灵充满？ 
 

有不同的可能结果：但要注意，这些都是历史描述，而不是命令，或教导今天的基督教会什么是必须的或应该

发生的。    
• 撒母耳记上 10:6-12。 扫罗在一群先知中预言。 
• 路加福音 1:41-43。伊利沙伯得到特别知识，知道马利亚的孩子是弥赛亚。 
• 路加福音 1:67-79。 撒迦利亚预言有关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和施洗约翰的未来。  
• 路加福音 4:1-2。 耶稣胜过了魔鬼的诱惑。 
• 使徒行传 2:4。耶稣的所有门徒 (约 120) 都得到能力，用他们从来不懂说的不同现有语言来谈论神的奇妙作
为。 

• 使徒行传 4:8。彼得得到即时默示，对国内最重要的领导群体说话 (参考 马可福音 13:11)。 
• 使徒行传 4:31。门徒得到勇气和胆量说出神的话语。 
• 使徒行传 6:3,8-10。第一批执事，尤其是史提反，以不可抗拒的智慧说话，并施行神迹。 
• 使徒行传 7:55。司提反得着能力在异象中看到神荣耀和复活的基督。 
• 使徒行传 9:17-22。保罗变得更有力量，并得到挫败对手的能力。 
• 使徒行传 11:24。巴拿巴能够带领许多人归附基督。 
• 使徒行传 13:9-11。保罗得到了宣布神对假先知的审判的权柄。 
• 使徒行传 13:52。新信主的人在迫害中能充满喜乐。 

那些在圣灵降临前是偶然发生的事，在圣灵降临之后都变成经常发生。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在他们的生命中展示

了圣灵的不同作为。  
 

2. 有关圣灵充满的教导。 
 

阅读  以弗所书 5:15-21。  
发现和讨论 。圣经对圣灵充满最清晰的教导是什么？ 
笔记。 
 

 (1) 基督徒需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 5:18-21 中的主要动词是「被圣灵充满」 (5:18)。这个词是命令式，它是连续地或一次又一次地应用 
(现在时态)，且由神以主权方式执行 (被动语态)。因此，圣经明确地命令基督徒应该不断地被圣灵充满，或应

该一次又一次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被认为是正常的基督徒生命。  
 

 (2) 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特点是在他们的说话、歌颂、谱曲、感谢和服从。 
主要动词后面的五个动词是 「对话、歌颂、谱曲、感谢和服从」 (以弗所书 5:19-21)，它们是从属于主要动

词，表达与主要动词的同时行动，也有连续或反复适用(现在时态的分词)的命令语气。 
因此，圣经教导指出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以下的特点： 
•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会参与醉酒、骚乱和道德有关的狂野派对 (以弗所书 5:3-13；彼得前书 4:3- 4 ) 。
相反的，他会与其他人聚会，以对话、歌颂和谱曲来彼此建立和荣耀神。这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例子，就

是自我节制(加拉太书 5:23；哥林多前书 7:9；9: 24-27)。  
•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对人和环境都不会是消极的、批判性的或审判性的。他不会经常抱怨和争论 (腓立比

书 2:14)，也不会经常不满意和忘恩负义。相反的，他会是知足 (腓立比书 4:11；提摩太前书 6:6)，并在凡

事上感谢神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8)。这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例子，就是喜乐 (加拉太书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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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并不骄傲，也不会有个人主义的孤立。他不会不合作、引起分歧和自私自利。相

反，他会顺服。比如，他会愿意做最小的。他会愿意在别人无法或不想服事的地方服事 (约翰福音 13:1-
17)。他会礼让地恭敬别人(罗马书 12:10)。他会寻求他人的利益 (腓立比书 2: 4)。他会是友好、有礼貌、温

柔、谦虚和体贴。这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例子，就是温柔 (加拉太书 5:22)。 
 

 (3) 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特点是在他们的行为、智慧、知识和顺服。  
在新约希腊文原文中，以弗所书 5:17 和以弗所书 5:18 之间有一个连接词「和」。因此，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

拥有以弗所书 5:15-17 所描述的特征。 
•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谨慎他的生活或行为。他不是一个只做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不做神眼中看为正

的事 (士师记 2 1:25)。他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会表明自己已拒绝旧的世俗生活方式，而接受了新的圣洁和

公义的生活方式。   
•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充满了实用的智慧。他用最好的方法来达到最佳的目标。他把他对圣经的知识应用

到他的日常生活中，给神带来荣耀。  
•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充分利用神赐给他的时间和机会。  
•  一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不断地和积极地追求认识和服从神的旨意，正如圣经所启示的。 

 

F. 圣灵的果子 
 

阅读  罗马书 8:9-16；加拉太书 5:13-25。  
发现和讨论。罪性的存在或圣灵的存在如何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表达出来？ 
笔记。 
 

1. 罪性的展示 。 
 

内在的罪性将自己表现在身体上的罪行如性的不道德和泛滥，在属灵上的罪如偶像崇拜和神秘主义，以及在社
交上的罪如自私的野心和争吵。 
 

2. 圣灵的展示。 
  

内住的圣灵在圣灵的果子中展示自己。他将自己表现在属灵美德上如爱、快乐与和平，在社交美德上如耐心、

恩慈和美善，在关系美德上如对神的信靠、对他人的温柔和对自己的控制。   
 

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是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灵住在你的身体里。然后，你有责任不再活在内在的罪

性的控制之下，而是活在内住的圣灵的控制之下。圣灵敌挡罪性的展示， 并帮助你将它们治死。圣灵将开始

在你身上产生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圣灵将引导你走上神要你走的道路 
(参见诗篇 32:8；诗篇 143:10)。因此，圣灵成为你生命中的主导力量和影响，你将越来越顺服祂，并与祂合

作。 
 

G. 圣灵的属灵恩赐 
 

1. 属灵恩赐的性质。 
 

 (1) 属灵恩赐实际上是神主权恩典的礼物，当中可能包括能力或功能。 
「恩赐有多种」 (哥林多前书 12:4)。这些可能是非常普通或特殊的能力或功能。例如，有些基督徒得着普通或

特殊能力 (事工、服事)作预言 (讲道)、教导或鼓励，而其他基督徒则得着普通或特殊功能(职务)作先知 (传道

人)、教师、牧师(以弗所书 4:11； 参见罗马书 12:4)。这些功能 (职务) 并不自动包含领导地位，但它们确实意

味着服事的任务 (彼得前书 4:10)。 
 

 (2) 属灵恩赐是圣灵的不同展示。 
不同种类的属灵恩赐是圣灵在信徒中的同在和工作的不同展示 (哥林多前书 12:7)。 
 

 (3) 属灵恩赐表露在不同的事工 (服事) 。 
「职事有多种」(哥林多前书 12:5)。 例如，属灵恩赐可以表露在向人宣告神的道的职事上，在向失丧的人传福

音的职事上，以及在教导和牧养得救的人的职事上 (以弗所书 4: 11-12)。 
 

 (4) 属灵恩赐有不同的果效 (运作、结果)。 
「果效有多种」 (哥林多前书 12:6)。 例如，治疗的属灵恩赐 (复数)可指在身体、情感或属灵上将人治愈的恩

赐。此外，这些治疗的属灵恩赐可指普通的治疗方法 (如通过医生和治疗师) 和奇迹的治疗方法 (祈祷和信心) 
(哥林多前书 12: 9)。 
 

2. 属灵恩赐的限制。 
 

 (1) 在每个清单中，属灵恩赐都是有限度的。 
许多属灵恩赐都列在：罗马书 12:4-8；哥林多前书 7:1, 7；12:7-10, 28-30；14:6, 26；以弗所书 4:11；彼得前书 
4: 10-11。但在这些属灵恩赐的清单中，没有一张是完整的。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属灵恩赐没有列入这些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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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制造服装的技能 (出埃及记 28: 3; 28:3, 35)、各种艺术工艺的技能 (出埃及记 31:6)、建筑技能 (出埃及记 
35:10；36:1)、制作音乐的技能 (诗篇 33:2-3)、写诗或音乐的技能 (诗篇 45:10) 和领导的技能 (诗篇 78:72)。  
 

 (2) 属灵恩赐是受给予者所限制。 
神透过恩典和祂的主权决定，给予不同的属灵恩赐。祂决定谁得到那一份属灵恩赐 (哥林多前书 12:11)。  
 

没有人得着所有的属灵恩赐，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得着同样的属灵恩赐。例如，并非所有基督徒都是领袖，也

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说方言 (哥林多前书 12:29-30)。  
 

有关每个基督徒是否都得到了一份属灵恩赐这问题，基督徒之间的意见不一。 
• 「每个人」这词可以有一般的含义， 即是 「每一个曾经生活过的人」 (罗马书 2: 6) 或每一个曾经生活过的

基督徒 (使徒行传 2:38；罗马书 12:3；14:12)。因此，有些基督徒认为「每个」这字在哥林多前书 7:7、
12:7、14:26 和彼得前书 4:10 中，意味着每个基督徒都得到了一份属灵恩赐。这是有可能的。 

• 然而，「每个人」这词的意思可能限于隶属一个群体或类别的每个人。例如，每一个假冒为善的人 (路加福

音 13:15)、每个在人群中的人 (约翰福音 6: 7) 或每一个在犹太有需要的基督徒(使徒行传 4:35)。因此，其他

基督徒相信「每个」 这词在哥林多前书 7:7、12:7、14:26 和彼得前 4:10 ，包含着有限度的意思，就是指在

基督身体的每个受了圣灵以主权的方式所赐的属灵恩赐的基督徒 (哥林多前书 12:11, 28-30)。因此，有关圣

灵给了世上每一个基督徒一份属灵恩赐这信念，是绝对不需要强制性持守。  
 

以弗所书 4:7 说：「我们各人蒙恩(希腊文: charis)，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这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

都得到了「一份属灵恩赐」，而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得到了「恩典」。神的恩典多于祂的属灵恩赐，每个基督徒

在某程度都得到了神的恩典所带来的非凡效果。例如，有些基督徒获得了神赋予的奠定属灵根基的专门技能 
(哥林多前书 3:10)， 而另一些基督徒则获得了神赋予力量比其他基督徒更努力工作 (哥林多前书 15:10)。有些

基督徒在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神赋予的坚持力量 (哥林多后书 12:9)，而另一些基督徒则获得了神赋予在异国从

事宣教工作的技能 (加拉太书 2:9)。同样，有些基督徒接受了神赋予的特定能力或功能，称为属灵的恩赐 (以弗

所书 4:11；前书 彼得 4: 10-11)。 
 

 (3) 属灵恩赐的程度(范围)是有限的。 
不仅是神的恩典，就是神赐予的属灵恩赐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它们总是 「有量度的」(分配，以弗所书 4: 7)。
这表示那些得到属灵恩赐的人，他们得到的恩赐是有限的，是按照基督的量度分配给他们。例如，有些基督徒

得着教导儿童的属灵恩赐，而其他基督徒则得着教导成人的属灵恩赐。有些基督徒得到运用讲故事作教导的属

灵恩赐，而其他基督徒则得到运用解释圣经作教导的属灵恩赐。没有人可教导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也没有人是

一个完美的老师，可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 (除了耶稣本人)。 
 

3. 属灵恩赐的目的。 
 

接受属灵恩赐有四个不同的目的： 
• 属灵恩赐应该被用来服事其他基督徒， 而不是用来提升自己 (彼得前书 4:10-11)。  
• 属灵恩赐应该被用来建立普世教会，而不是仅仅限于某一个教派或会众 (哥林多前书 12:7；14:12)。  
• 属灵恩赐应该被用来装备基督徒在 (普世) 教会做某种事工 (以弗所书 4:12)。 
• 属灵恩赐应该被用来在一切事上荣耀神(彼得前书 4:11)。  

 

H. 有关圣灵的其他教导 
 

1. 圣灵的位格和功能。 参阅  训练手册 2，第 21 课。 
2. 圣灵的洗礼、充满和果子。 参阅  训练手册 4，第 45 课。 
3. 圣灵的属灵恩赐。参阅  训练手册 7，第 36 课。 
4. 更多的属灵恩赐。参阅  训练手册 7，第 12 课。 
  

5 祷告 (8 分钟)                                                           [回应] 
回应神的话语的祷告 

 
在小组里轮流向神简短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或把组员分成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向神祷告， 回应你在今天所学到的。  
 

6 预备 (2 分钟)                                                             [作业] 
预备下一课 

 
     (组长。 写下这预备部分或让组员抄下来，让他们回家作准备)。 
1. 委身。要委身建立门徒及基督的教会。  
2. 宣讲、教导或研习 「五旬节 – 记念圣灵降临」 - 与一位或几位组员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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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神的个人时间。安静的訮读哥林多后书第 1 –3 章，每日研读半章。  
    用最深刻真理的方法，并写下笔记。  
4. 背诵。背诵。 默想和背诵新的经文：  (4) 约翰福音 3:16。 每日复阅最后背诵的 5 处经文。  
5. 查经。在家中预备下次的查经。 约翰福音第 3 章。 用五歩查经法。 
6. 祷告。 在这星期为某人或特别一件事祷告，看看神会做什么 (诗篇 5:3)。 
7. 更新你的笔记有关建造基督教会的材料，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查经笔记及这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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