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旬节的经历，圣灵的洗，正是早期教会成长动力的关键所在。它使信徒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而且信徒受差遣到他们所能及的世界的许多角落去传道。历世历代以来，教会已经偏离了这

种令早期教会最初得以建立的恩膏。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照着约珥书上的预言，圣灵又开始动工了。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约珥书 2:28-29）

这里 “以后”的事情是指神的百姓悔改复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它还指基督在各各他所成就的救

赎的工作。在五旬节和早期教会的初期，这预言已经得到部分应验。在上个世纪圣灵大大的浇灌也是

关于“那些日子”的预言的部分应验。当然，约珥的预言还有许多有待应验的地方。我们的眼光应当

放在今天已经应验的事情上。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应当把属灵的历程中发生的事情按照合适的次序整理一下。我们

的属灵生命先是经历救恩，然后我们对神的渴慕与日俱增，最后神赐给我们能力，来装备我们有果效

地服侍主，并活出圣洁的生命。如果你尚未接受圣灵的洗，那么在学习本课的过程中，你可以向神敞开，

让他按照他的意愿来在你的生命中作工。如果你已经有了这种奇妙的经历，那么就需要持守和圣灵的

关系，使之坚固并成熟。人若完全地降服在他的掌权和引导之下，神藉着这样的器皿所能成就的事乃

是无限量的。通过这样的学习，你也可以预备好带领其他的信徒一同经历这美好的圣灵的洗。

课程	6.1	 众信徒都可获得的经历

6.1.1 描述起初圣灵的浇灌是如今圣灵充满的模式

6.1.2 解释我们在祷告祈求圣灵的洗时，为什么不该中途放弃。

6.1.3 列举出一些可能会得罪圣灵的罪。

课程	6.2	 圣灵强烈同在的凭据

6.2.1 指出方言在圣灵充满的信徒的生命的三种用途，并描述方言的性质。

6.2.2 阐述为什么这种经历对所有信徒的生命都很重要。

6.2.3 说明方言在救恩中担当的角色，以及信徒追求圣灵的洗的必要性。

目
标

目
标

圣灵的洗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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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6.1
众信徒都可获得的经历

世界正面临着能源危机。数十年前，人们以为地下大量的天然

气和石油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人曾呼吁告诫说，会发

生能源紧缺，但是在富足中生活的人们认为这种告诫是令人难以置

信的。现在，国与国之间为石油的成本和可用性已经开始发生争斗。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另一种能源危机——一种属灵的能源危机。

这个危机跟上述危机是不同的。它的资源确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但是大多数的人却无法汲取这种能源。症结已存在许久了——

自从人落在了罪的咒诅之下，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了。

于是人们从另外的地方寻求属灵的能力和泉源来代之——思想

的力量、其他宗教，甚至还有出于那恶者的邪灵。真正的属灵资源

是无限量的，它只要求人的生命向神敞开。圣经告诉我们，藉着圣

灵的工作，基督徒可以经历超自然的能力和动力。但是罪人拒绝圣

灵在自己的生命中工作，基督徒也没有充分地经历到神所赋予的这

种超自然的能力。

对于所有决志信主的人，圣灵都会在他们的生命工作，使他们

更加像耶稣。在圣灵的工作中有一种特别的经历，其中蕴含着潜力，

可以加速我们更加像耶稣的过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描述了这样的

经历，它是所有称为五旬宗信徒的一个特别的信条。

活在圣灵里
圣灵的洗本是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经历，但接下去的路若是失

去了活力，那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教

会的会众中间。原因之一是人们只着重强调这种初始经历，却忽略

或忽视了持续不断地活在圣灵中。每日交通并在圣灵里祷告可以帮

助圣灵充满的信徒“行在圣灵中”（加拉太书 5：25）。

五旬节的经历远不止是在一场激动人心的讲道之后，人们涌向

讲坛开口讲方言。对于那些属灵的经历就到此为止，或者生命起初

的热忱消退成不冷不热的状态的信徒来说，他们对于圣灵的理解需

要赋以新的活力。

每一位五旬宗的基督徒每年都应当读一次使徒行传。早期教会

的五旬节的动力与活力乃是我们今天效法的最好榜样。我们需要深

入地学习各种译本中关于圣灵充满的五种情形（使徒行传 2；8；9；

10；19）。

6.1.1 目标  
描述起初圣灵的浇灌是如今

圣灵充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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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6.1

早期教会的信徒就如同我们今天的信徒，他们有类似的愿望、

肉体上的挣扎，日常生活中也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并不需要把新约

时期的圣徒看成是高高在上、超越平常的人。在我们研读关于圣灵

在早期信徒之间的工作的历史记载时，我们是可以跟其中的人物认

同的。

今天的使徒行传第二章
耶稣因着自己快要离世，就应许门徒说会有另一位与他们同在。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

就差他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

的事告诉你们。”（约翰福音 16：7，13）耶稣复活后升天之前再一

次证实了他的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1：8）

结果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大风的声音，如同火舌一样的东西，

讲述各样的方言！应许已经实现了——或者说一些人这样认为。彼

得对此发出的回应却说明“这个初始的经历仅仅是一个开始”，“因

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

神所召来的。”（使徒行传 2：39）

1 这种经历是如何获得的？

领受圣灵洗的过程跟先前领受救恩的过程大抵上是相同的，最

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圣灵首先浇灌的那些信徒本着共同

的目标，同心合一地祷告。对神的顺服也是必要的，因为“神赐给

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作见证”（使徒行传 5：32）。正如得救需

要信心一样，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能力与委身的恩赐也是需要信心

的。

持之以恒的寻求者
有些人渴慕祈求圣灵的洗已经很久了，却还没有得到，于是开

始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得救了。但是人在尚未领受圣灵之洗的时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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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五旬宗教义绪论

课程 6.1
可以对救恩确信无疑的。同时，我们必须察验自己的动机，以及自

己对神的顺服。我们可以祈求圣灵显明那些拦阻我们接受恩赐的罪

或一些处理不当的人际关系，接着要察验我们自己的动机如何。

那么，你是否愿意被圣灵充满，靠着他的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

靠着他的能力来有效地作见证并服侍？或者说，你是否只是渴望加

入一个有幸蒙福的人群，因为他们可以说自己已经有了这种经历并

会讲方言？如果人的本意不是要为神的目的而接受圣灵大能的装备，

那圣灵也不会充满这样的人的。

有一位年轻人在寻求圣灵的洗的过程中，因为自己身为牧师的

儿子却尚未经历过父亲忠心传讲的圣灵的洗而感到越来越自觉羞愧。

他觉得整个教会都在盯着他，看他是否已经领受到。于是他离开去

了一间大学，并参加了一个新建立的正处于挣扎之中的团契，聚会

的人数不足三十人。正如他多年前所做的一样，他继续在每周日晚

到讲坛前，祈求圣灵的洗。他祷告的时间通常是二十分钟左右，结

果总是没有什么属灵的事情发生，应该是由于那天晚上还不是时候

吧。在某个特别的周日晚上，他像平常一样祷告了二十分钟。因为

不必急于回到宿舍，他离开讲坛后，就继续在讲坛左边靠墙的折叠

椅上坐了下来。当晚该做的都做了，他只是想离开前再逗留一会儿。

当其他人在讲坛前接受圣灵的祝福时，他也继续地赞美神。那种一

定要做点什么的压力没有了，他心里涌出一种感动，就是要跟主说

他很爱他。不久之后，这个年轻人就坐在椅子上开始讲方言了。

自觉羞愧会延迟圣灵的充满。单纯地追求说方言也会造成拦阻。

但是当人的心深深地爱主，却难以找到话语来表达这种爱时，圣灵

就会赐下这种属天的言语来。然而，开始讲方言了并不意味着万事

大吉。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即一种被圣灵大能装备的精彩的生活

的开始。这是一种带领我们更深经历耶稣的恩赐。如果一个人不渴

望有更深的属灵生命，那他也没有受圣灵洗的需要。但是圣灵告诉

我们要“被圣灵所充满”（以弗所书 5：18）。所以说如果我们得救

之后并不追求圣灵的充满，这就意味着我们缺乏更加亲近耶稣的那

种渴望。

干犯圣灵的罪
圣灵会为信徒个人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但是对于那些圣灵

在其生命动工的人来说，这也意味着担负相应的责任。我们必须要

与圣灵同工来成就他的心意。圣经列举了几条基督徒拦阻圣灵工作

的方式。我们可以像亚拿尼亚那样去欺哄圣灵（使徒行传 5：3）；

6.1.3 目标  
列举出一些可能会得罪圣灵

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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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第6章  众信徒都可获得的经历

课程 6.1
我们可以使圣灵忧伤（以弗所书 4：30）；我们可以消灭、阻窒、抑制，

或熄灭圣灵的火或能力（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我们可以抵挡圣

灵（使徒行传7：51）。基督徒若是不能够藉着住在里面的圣灵的供应，

来活出圣洁并结满果子的生命，那就是使圣灵忧伤了。我们若是不

允许他赐给我们能力来为他使用，那我们就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了。

我们不愿落入上述的任何罪中。一旦发生了，我们必须即刻祈

求神的饶恕。干犯圣灵的罪中，最严重的要属亵渎圣灵的罪了。每

样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饶恕，“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马

太福音 12：31）。有些非五旬宗的人严厉批判了五旬宗关于圣灵的

洗的信仰。他们是否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呢？安冬尼帕尔玛博士（2001）

阐述了关于亵渎和干犯圣灵的两种意思：“1．故意地顽梗地将显而

易见的圣灵的工作归结于撒但。2．拒绝耶稣是神为拯救世人所拣选

并膏抹的那一位。”（Palma 2001, 23）

福音书中记载的不可饶恕的罪和希伯来书中的背道之间也许存

在一些关联。“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于圣

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

就不能叫他们从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

地羞辱他。”（希伯来书 6：4 － 6）上述两处都意味着其后果的严

重性，即与神永远地隔绝。不幸的是，有些比较敏感的基督徒表示

他们非常害怕，怕自己背道或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实际上，他们还

能够这样考虑就说明圣灵还没有离开他们。神依然是“信实的，是

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

9）一个真正背道或犯了不可赦免的罪的人不再在乎神的引导。他（她）

不想再跟神或神的孩子有任何的关系。

对于圣灵充满的信徒来说，还需要关注一点。有些人曾当众强

有力地宣告他们受圣灵洗的经历，之后却在道德上堕落。有些非五

旬宗的人本来就在试图质疑于圣灵洗的经历，那么看到这种缺乏诚

实和道德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刻意从中挖掘出什么想要的或需要的

东西来了。这种负面的回应更多是出于不了解，而非敌对圣灵，可

惜的是，这却危及了五旬宗的教义。正如雅各所说的，“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雅各书 3：10）。圣灵旨在帮助我们抵挡罪和试探，

但我们必须藉着更加亲近耶稣并抵挡那恶者的攻击，来同圣灵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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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6.2
圣灵强烈同在的凭据

对于一些尚未经历过五旬宗敬拜聚会的人，那藉着方言发出的

他们所不能明白的信息可能会引起惧怕。人们口中发出的无意义的

音节似乎表明这些人与现实脱钩了，其他人甚至会怀疑这其中有异

教或魔鬼的工作在里面。然而，对于那些相信圣经以及里面那些鼓

励人们受圣灵充满的教导的人来说，这种对圣灵超自然启示的经历

是基督徒的道路上最美妙的时刻之一。

关于方言之重要性，在非五旬宗的信徒之间会造成一些混乱。

他们会问，“说方言的价值何在？”他们把方言的恩赐跟圣灵所启

示的语言的其他用途混为一谈了。在本课，我们将会学习圣灵的这

个独特的超自然的彰显，并为五旬宗信徒提供一个答案，以便跟其

他信徒分享。

方言的功用
五旬宗认识到圣经中提到了方言的三种独特的功用或目的。

1. 说方言乃是一种初始凭据，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他们

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使

徒行传 2：4）。他们被圣灵充满，开始讲方言。尽管有时

在场的人明白了方言的意思（例如在五旬节那天），但圣经

中并没有记载说当时的方言都被翻出来了。

2 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人领受了圣灵的恩赐？

2. 有时，人在祷告时凭头脑不知道应该祈求什么，因此就有了

祷告的语言或灵修的方言。在这个时候，圣灵会透过被圣灵

充满的信徒，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的叹息和言语来祷告（罗

马书 8：26）。当然，灵修的方言是发生在有了方言的最先

初始的凭据之后的。我们相信方言在灵修中的使用正是保罗

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所指的，“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

们众人还多”（哥林多前书 14：18）。当然，保罗的意思

不是指在公开的敬拜中他的方言比哥林多信徒的多，因为他

在这里是要引导信徒如何恰当地在公众聚会时使用方言。这

就引入了方言的第三个功用。

6.2.1 目标  
指出方言在圣灵充满的信徒

的生命的三种用途，并描述

方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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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6.2

3. 在适当的引导下，我们可以在公开敬拜聚会的场合运用方言

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30 节所指的就是方言的这

种功用。一些非五旬宗的人则粗略地把这三种功用统称为“方

言的恩赐”，然后引用保罗所发出的反问句，“岂都是说方

言的吗？”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每一位信徒得救

之后都可以经历圣灵的洗，从而享受运用上述的前两个方言

的功用。让我们再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三种功用。

方言是一种初始凭据。初始凭据这个问题曾引起了诸多的争论，

并已成为五旬宗和福音派中非五旬宗的分水岭。五旬宗认为说方言

是圣灵洗的初始的外在凭据，这个立场是基于使徒行传中记载的五

处圣灵充满的例子（第 2，8，9，10，19 章）。

根据这五处的记载，经文中提到的信徒在接受圣灵洗后都开始

讲圣灵赐下的语言。在另外两处记载中，也隐含着圣灵洗出现说方

言现象的意思：（1）行邪术的西门看到圣灵的明显的外在彰显后，

想要用钱买这个恩赐（使徒行传第 8 章）；（2）显而易见的是，保

罗在有些时候也讲方言，因为他在给信徒的书信当中见证说，他讲

方言比那些信徒还要多（使徒行传 9；哥林多前书 14：18）。圣灵

住在每个信徒里面，然而并非每个信徒都受了圣灵的洗。

方言是一种祷告的语言。有时候信徒会遇到某种极端的情况，

非常紧急以致于他不知道该如何祷告。这时，圣灵可以藉着人的方

言祷告来就当时的需要而代求。圣经也的确提到过这种“在圣灵里”

祷告的特权（哥林多前书14：14－15；以弗所书6：18；犹大书20节）。

保罗说，“那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哥林多前

书 14：2）这里所指的是祷告或赞美。保罗又接着说，“说方言的，

是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 14：4）帕尔玛博士则突出表达了这种

祷告的语言的价值：“私下里用方言祷告，可以藉着圣经里没有明

显阐明的方言造就祷告的人。既然方言是一种造就属灵生命的方式

（有些人则称之为恩典的方式），那么神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得到它。”

（同上，168）。

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并不是每一位信徒都可以得到的，

只赐给那些圣灵所拣选的人，旨在造就敬拜的会众的（哥林多前

书 12：10，30）。那些批判五旬宗关于圣灵洗的信条的人指出，外

邦邪术和异教仪式也会利用方言、迷糊不清的言辞以及恍惚入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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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即使在五旬节当日，圣灵浇灌下来之时，也是这样（同上，

225）。（帕尔玛提到，新约的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些滥用的情况，所

以有意地避免使用跟外邦的祭仪同样的术语。这在关于保罗的记载

以及使徒行传 16：16 节明显可以看出来，如描述那位使女为身上有

“法术的灵”。）这些批评家们将符合圣经教训的方言与假冒的方

言混为一谈，以此来否认神所赐并感动的方言的真实性。但是我们

知道撒但也扮作光明的天使四处游行，甚至诱导信徒。因此，撒但

要“感动”人说出假冒的方言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考哥林多后书

11：13 － 15）。实际上，撒但就是要在基督没有被尊崇和接纳的地

方掌权。

当然，保罗也警告人们避免在公开的敬拜中只有说方言而没有

翻方言的情况。“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

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颠狂了吗？”（哥

林多前书 14：23）

 

人的语言抑或天使的语言
对于五旬宗关于方言的理解持批判态度的人将方言描述为一种

听觉上的奇迹，一串没有意义的音节，一些从普遍的记忆库中调用

出来的外语或古老的词汇。他们通常会认为正在说方言的人处于恍

惚之中。但是圣经清楚地定义说，方言是圣灵所赐的，实际存在的

语言。保罗提到讲述“天使和人的语言”（哥林多前书 13：1，英文

钦定本）。有记载说，有些人受圣灵感动讲述某种自己从未学过的

外语，而听的人却听出来了是自己的母语（Harris 1995）。还有五旬

节那天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也“听到他们讲自己的语言”（使徒

行传 2：6）。另外，有些人坚信有时方言也会是天使或属天的语言。

如果方言是由圣灵而感，向着神说的（哥林多前书 14：2），那么看

来属天的语言比地上的语言就显得更加合宜了。

鼓励他人
一个人信主之后，没有马上得到方言，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

有些人是为了各人的利益想得到方言（请参见使徒行传 8：9 中关于

行邪术的西门的记载）。有些人则不确信现今方言还是否存在。有

些人则不敢放手，让圣灵来掌管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自己的舌头（身

体中最难制服的器官）。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变得更好才能得到圣

灵的洗。当然，如果人还有尚未认的罪，这也需要马上解决。有些

6.2.2 目标  
阐述为什么这种经历对所有

信徒的生命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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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接受这样的教导，说这种经历出自于魔鬼。还有些人则太过于

关注自己，而不注意耶稣，那真正的施洗者。

非常不幸的是，很多坐在五旬宗教堂的长椅上来敬拜神的人，

都还未按照五旬宗的教义而接受到圣灵的洗。在早期教会，人信主

的正常经历是，先得到救恩，紧接着就是圣灵的洗。我们在圣经里

还没有找到一处说，一个人信主后，花很多年的时间来等候圣灵的

洗。当我们专注爱耶稣，并更多渴望他，他是信实的，必会充满我们，

如同他必会赦免我们的罪一样。

有些人是在其他被圣灵充满的人按手并同心祷告之后，开始领

受圣灵的洗的。圣经记载说，当“彼得和约翰按手在那些归主的撒

玛利亚人身上时”，“他们就受了圣灵”（使徒行传 8：17）。当然，

按手不是必不可缺的。五旬节那天，那一百二十位信徒受圣灵充满

就是一例。圣灵的洗在信徒个人的祷告中也会发生。之后这种个人

的经历在集体的五旬宗敬拜中会成为公开的凭据。当然，通常情况下，

这种作为圣灵充满凭据的方言或个人灵修时的方言是没有翻出来的。

不是救恩的条件
我们并不认为一个人会说方言才能成为基督徒，虽然有些五旬

宗教会这样认为。得救是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以及他为我们的

罪而死。但是我们相信，所有的信徒都是可以得到圣灵的洗的，并

且它会赋予人力量来过圣洁的生活，并带着恩膏去作见证。因此，

圣灵的洗对于信徒得到充分的装备并过有力量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

6.2.3 目标  
说明方言在救恩中担当的角

色，以及信徒追求圣灵的洗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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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选出最好的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圣灵的洗是因着 ______ 发生的。

a) 信心和顺服，就如救恩一样

b）迫切地祈求耶稣

c）寻求者遵循了基督关于水的洗礼的教训

2．根据彼得的话，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是应验了 ______。

a）约珥书 2：28 － 29

b）弥迦书 5：2，4

c）以赛亚书 53：4 － 7

3．圣灵的洗，以说方言为凭据，	______。

a）只为五旬宗信徒预备的，而不是所有人

b）就如中止论者所相信的，神迹随圣经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

c）现今仍然发生，如同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一样

4．如果有人恐怕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那么他或她应该 ______。

a）去一个相信可饶恕的罪和必死的罪的教会忏悔

b）知道这样的人没有被饶恕的愿望，所以应当祈求饶恕 .

c）按照圣经的指示作七次悔改。

5．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应当藉着 ______ 来坚定地持守这样经历。

a）每年至少读一遍使徒行传

b）参加五旬宗信徒的退休会

c）每日与神相交，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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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些人迟迟未领受圣灵的洗常常是因为 ______。

a）他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其实还没有

b）关注自己过于关注神

c）寻求说方言的凭据

7．亵渎圣灵包括 ______。

a）有意识地坚持地说圣灵的工作出自魔鬼

b）以咒诅的话谈及圣灵

c）滥用耶和华的名（对神的名字不以为然）

8．在通常情况下，不被翻出来的方言是指 ______。

a）作为初始凭据以及灵修时用的方言（祷告的语言）

b）崇拜聚会中的方言恩赐和宣教禾场中用的方言

c）客座讲员的母语或外语以及陌生人发出的言语

9．作为圣灵充满初始凭据的方言恩赐 ______。

a）在任何场合都要翻出来以造就在场的会众

b）不被翻出来，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能听得出来是属地的某一外语

c）不该被翻出来，因为它是属天的语言所表达的未知的话

10．我们相信圣灵的洗和说方言并非得救的必要条件，______。

a）但是我们同意有些教会教导说，没有受洗就没有得救

b）所以我们的牧师与教师就不该太过于强调这一点教导

c）然而我们相信应当遵循圣经的教导，被圣灵所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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