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把他的一些重要指示留到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最后一刻再讲。返回天上之前，他告诉他们关于

圣灵的事情，吩咐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那“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 24:49）。他应许说，

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1:5）。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会得着能力，会作见证直到地极（1:8）。

耶稣相信圣灵的洗对信徒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于是那些基督徒听从了耶稣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 2:4）。

之后他们将耶稣传到了所能去到之处。

今天，五旬宗信徒热心遵从耶稣所吩咐的。我们所做的正是“完全地倚靠基督和圣灵，来成就神

所喜悦的事情”（Horton 1976, 13）。我们相信，若要带着能力为基督作见证，圣灵的洗是至关重要的。

在本章，我们将为五旬宗关于圣灵的洗的教导提供一个圣经基础。第一课会讲述关于圣灵洗的一

些基本真理。第二课会探讨圣灵洗的凭据。第三课则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接受圣灵洗的原则。

教义的陈述

圣灵的洗

所有的信徒都有权利、并且应当热切地期望、迫切地寻求父的应许，即圣灵与火的施洗，这是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吩咐的。在早期教会，所有的信徒拥有的一种正常的经历。圣灵的洗会带来生命和服侍的持久

能力，使信徒得着恩赐，并在事工中运用恩赐（路加福音 24:49；使徒行传 1:4, 8；哥林多前书 12:1-31）。

这种经历跟重生的经历是不同的，是发生在重生之后的（使徒行传 8:12-17；10:44-46；11:14-16；

15:7-9）。

随着圣灵的洗，会发生如圣灵满溢这样的经历（约翰福音 7:37-39；使徒行传 4:8），对神更深的敬

畏（使徒行传 2:43；希伯来书 12:28），对神和他的工作更多的奉献（使徒行传 2:42），对基督、他的

话语、以及失丧的人有更加活泼的爱（马可福音 16:20）。

圣灵的洗的初始外显凭据

信徒受圣灵的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就是说方言，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言语（使徒行传 2:4）。这种情

况下的方言跟方言的恩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目的和功用不同（哥林多前书 12:4-10、28）。

课程	7.1	 呼召

7.1.1 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信徒都当受圣灵的洗。

7.1.2 说明圣灵的洗和信徒得救时圣灵进入信徒的生命这两点的区别。

课程	7.2	 圣灵洗的凭据

7.2.1 阐明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就是说方言。

7.2.2 解释我们为什么相信说方言乃是早期教会正常的操练。

课程	7.3			接受圣灵的洗

7.3.1 解释信徒如何得着圣灵的洗。

7.3.2 列出说方言的四样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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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圣灵洗的基本真理

耶稣向他的跟随者应许说，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1:5），

这在五旬节那天应验了。施洗约翰曾经预言到耶稣将“用圣灵和火”

来施洗（路加福音 3:16）。约翰施洗是将人浸没到水里，而耶稣施

洗是将人浸没在圣灵里。

 使徒行传用了四种说法来描述圣灵的洗：

• 信徒被圣灵充满（2:4；4:31；9:17）。

• 彼得解释说耶稣用圣灵浇灌（2:17-18, 33；10:45）。

• 信徒会受圣灵（2:38；8:15-17；10:47；19:2）。

•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10:44；11:15；19:6）。

这些说法都表明，圣灵的洗不仅仅是指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

工，这其中的意思是我们浸没在他的同在中，被充满而且溢出来。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13 节写道，“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有些人误以为这是指圣灵的洗。这节经文是说，

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耶稣正是那为我们施洗的那一位。圣灵

自己并不给我们施洗，而是耶稣为我们施洗。

1 使徒行传用了不同的说法来描述圣灵的洗，这是为什么？

圣灵的洗是教会关键的教义之一。然而，很多基督徒对什么是

圣灵的洗以及它什么时候发生还不清楚。在本课，我们来看一下关

于圣灵洗的六条基本真理。

圣灵的神性

圣经原文用了两个词来指“圣灵”，分别是 ruach 和 pneuma。

这两个词都有“气息”或“风”的意思。圣灵就像风一样，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或感受到他所作的工作。对圣灵的疑惑今天仍然

存在，部分原因是某些圣经的版本对圣灵的称呼不一致。有些经文

把圣灵称作他（He），而其他处经文则称之为它（it）。许多新的版

本更正了这个错误，统一使用他自己（himself）这个词。

2 阅读约翰福音 3:8，并解释为什么风是对圣灵很好的比喻。

圣灵是有位格的，具有位格各个方面的特征：思想、意志、情

感。罗马书 8:27 节提到说“圣灵的意思”。使徒行传 15:28 节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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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和我们定意……”因此，圣灵有思想，作决定，并形成观点。

保罗写道，圣灵“随己意”（哥林多前书 12:11）将恩赐分给各人。

根据以赛亚书 63:10 节和以弗所书 4:30 节，圣灵还会忧伤。圣灵是

有位格的。

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又是具有神性的。他是无处

不在的、全知的、全能的（诗篇 139:7-10；以赛亚书 11:2；哥林多前

书 2:4-5、10-13；以弗所书 3:16）。他是“永远的灵”（希伯来书 9:14），

并且一同参与了创造世界的工作（创世记 1:1-2）。

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因此我们可以跟他有关系。又因为他是

有神性的，因此他可以将神的能力赋予我们。他配得我们的敬拜。

我们应当允许他来充满我们，并为神的荣耀使用我们。

3 圣灵有神性也有位格，这一点真理如何成为信徒的祝福？

耶稣所应许的圣灵

耶稣在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与门徒们一起分享了最后的晚餐。

那时，他应许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另

作训诲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约翰福

音 14:15-17）他说圣灵会教导他们，见证他，并引导他们（14:26； 

15:26； 16:13）。我们的主应许圣灵会进入到信徒的生命中。耶稣知

道这是很重要的，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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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圣灵是一位保

惠师，也是一位训诲师，他帮助我们，坚固我们，鼓励我们。他也

为我们代求，且有权利和能力按照我们所需的来帮助我们。

4 为什么说耶稣离去对于信徒更好？

向所有信徒敞开的圣灵的洗

旧约应许了圣灵的浇灌。在以赛亚书 44:3 节，神宣告说，“我

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约珥也预言

说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 2:28）。约珥的预言

在五旬节那天得到部分应验，现在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应验。五旬节

那天，彼得不仅告诉众人，他们也要接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38），

7.1.1目标  
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信徒都当

受圣灵的洗？

107第7章  关于圣灵洗的基本真理

课程 7.1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107 15/3/9   下午6:44



并且还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的神召来的”（2:39）。今天，我们看到了更普遍的圣灵

的浇灌，这就证实了彼得的话。

注意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称这个应许为“所赐的圣灵”（2:38）。

据使徒行传 11:16-17节记载，彼得解释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

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

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这些经文都证实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圣灵的洗是一个礼物。我们

不需要靠自己多么属灵或圣洁才能赚到这个礼物。记住约珥和彼得都

使用了凡¬¬¬¬……的人：“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

2:28），以及“这应许是给……，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

所召来的”（使徒行传 2:39）。这个应许不仅是在五旬节那天赐给使

徒们或那一百二十位门徒的，也不只是赐给少数几位蒙拣选的基督徒。

这个应许乃是赐给“你们”（指现在在这里的人）和“你们的儿女”

（指不在这里的人和那些还未出生的人），甚至还赐给“一切在远方

的人”——也包括我们。圣灵的洗是一种向所有的信徒敞开的礼物。

5 有些人说圣灵的洗只是给少数信徒的。你如何用圣经的话来

回应这个说法？

在此，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圣灵的洗是一个礼物，但是他跟保

罗在书信中列出的圣灵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圣灵的恩赐是指随圣灵

的洗而来的圣灵的同在和能力。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将属灵的恩

赐分给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哥林多前书 12:7-11）。

耶稣在圣灵的洗中的角色

施洗约翰曾经预言耶稣所献的祭，称他为“神的羔羊，除去世

人罪孽的”（约翰福音 1:29）。他还预言到耶稣“要用圣灵和火给

你们施洗”（马太福音 3:11）。在这里，火主要是指将来审判的烈火。

但是，“圣灵那炼净的烈火也在信徒里面动工”（McLean 1994，

381）。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节鼓励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直

译：不要熄灭圣灵的火）”。圣灵的火让我们对神产生更深的敬畏，

更全力地奉献给神，并且更加火热地作主的工作。

基督升天之后，圣灵浇灌下来，正如耶稣曾经应许的（约翰福

音 15:26；16:7；使徒行传 1:4-5）。基督已经成就的救赎工作使得父

能够差遣圣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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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之后的经历

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在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身上（使徒行传

1:15； 2:1）。使徒行传的其他经文也表明了圣灵的洗是发生在救恩

之后的。例如，那些已经信主的撒马利亚人被圣灵充满（8:14-17）。

后来，当保罗在以弗所遇到了一些门徒，他们已经信主，但还受圣

灵的洗（19:2），他按手在他们身上，于是“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19:6）。保罗写道，“属血气的人不领受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

2:14）。综上所述，圣灵的洗是为信主的人预备的，并且发生在得救

之后。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说，“难道不是每个人接受救恩时就受了

圣灵吗？”这样说是对的。罗马书 8:9 节讲到，“人若没有基督的

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而，我们在得救时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

中，这个现象并不是“五旬节所经历的圣灵的洗”（Stamps 1992, 

1627）。我们在约翰福音 20:22 节读到，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那时，门徒领受了“那使他们重生的圣灵的同在”

（Stamps 1992, 1627），但是圣灵的洗直到五旬节才发生。

6 有人说圣灵的洗是救恩的一部分，你将如何对此回应？请解

释并提出圣经根据。

带着能力服侍

有一次，在飓风来临之前，有人买了一个 500 瓦的发电机作应

急用。但是飓风来的时候整整断电一个星期。那个人的发电机的马

力不够，根本带不起来电炉或冰箱。

耶稣知道，倘若没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

成他留给我们的使命。因此，他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直到

他们领受到他们所需要的能力（路加福音 24:49）。在使徒行传 1:8节，

耶稣应许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

作我的见证。”

7 为什么受圣灵的洗对于信徒很重要？

圣经表明在五旬节之后，圣灵开始藉着那些得着能力的早期基

督徒工作。使徒行传 4:33节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

其他在使徒旁边的人也得着圣灵的能力。路加描述说司提反“满得

7.1.2 目标  
说明圣灵的洗和信徒得救时

圣灵进入信徒的生命有什么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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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惠能力”（6:8）。当腓利把福音带到撒马利亚，他的信息也伴随

着圣灵能力的诸多彰显（8:6, 13）。从保罗在以哥念、路司得、以弗

所的事工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使徒行传 14； 19）。后来，

保罗写道，“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哥林多前书4:20）

要作神得力的仆人，圣灵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些人说，我们今天不再需要这种能力。但实际上当今世界的

环境跟早期教会时代一样恶劣——如果不是更糟了的话。我们仍然

面对着为疾病软弱所困的人们，他们需要医治；我们也面对被鬼附

的人需要释放；还有许多其他的情况，都需要超自然的能力的介入。

这种介入只有通过圣灵的能力才能发生。

神从未改变。就像使徒时代一样，神仍然选择用他的百姓，当

作圣灵大能的器皿。也就是说，他赐给早期教会的能力今天同样可

以赐给我们。我们受圣灵的洗之后，就可以得着他的能力。

110 神学入门

课程 7.1

神学入门-1 Berean BTHE211.indd   110 15/3/9   下午6:44



圣灵洗的凭据

有一次，在一场特别的聚会之后，桑得拉（Sondra）女士来到

牧师跟前，就牧师所教导的圣灵洗的凭据是说方言这一点发出疑问。

她说，“我接受了圣灵的洗，当时我并没有说方言。我知道自己被

充满，因为我感受到了神的同在。”牧师的回答并没有最后说服她。

结果两年后，在另一场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她来到台前，圣灵即刻

充满了她，她开始讲另一种语言。后来，她又来到牧师跟前，说：“牧

师，你是对的。我以前经历的跟现在比不算什么，巴不得刚才的经

历早一点发生！”

桑得拉起初没有去追求圣灵的洗，因为（1）她把圣灵的恩膏和

圣灵的洗混为一谈；（2）她还不了解圣灵洗的明显标记。就像约翰

福音 20:22 节讲到的，耶稣的门徒中有的得到了圣灵强烈的恩膏，但

还没有受圣灵的洗。门徒们在耶稣复活后跟他们讲话之前，也医治

过病人，并赶出了鬼（路加福音 10 章）。但是耶稣吩咐他们还要等

候父所应许的（路加福音 24:49；使徒行传 1:4-5）。如果门徒们已

经受了圣灵的洗，耶稣也不会这样吩咐他们的。

在本课，我们来说明为什么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就是说方言。

另外，我们还会说明，说方言对所有的信徒都是有益的。本课将总

结一些关于方言的重要的问题。

说方言：初始的外显凭据

在进入本课的核心内容之前，我们需要研究两个术语。初始的

外显凭据是指圣灵洗的第一个外在的标记。仔细研究圣经之后，我

们发现“它是一个外在的标记，使旁观者看出信徒已经受了圣灵的洗”

（Betzer 1983, 35）。说方言就是一种标记，让人们确信自己被圣灵充满，

并且“知道别人也被圣灵充满”（Brandt 2001, 64）。说方言是指“圣

灵所赐给信徒的一种能力，可以讲出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Betzer 

1983, 36）。

我们相信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就是说方言，主要出于两个原

因。首先，使徒行传记载了五例信徒首次受圣灵洗的情况，下面将

会逐一介绍。这些情况都表明方言是初始的外显凭据。其次，使徒

行传也清楚地说明，早期教会的领袖也把方言当作初始外显凭据，

至少有一处可以证明：在哥尼流的家里。

7.2.1 目标  
阐明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灵洗

的初始外显凭据就是说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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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那天（使徒行传2:1-4）

五旬节那天，信徒们正在寻求等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洗。突

然，他们听见巨大的响声，像大风一样，“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

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使徒行传 2:2-3）。风象征着圣灵，

因为圣灵的字面意思就是“圣洁的风”。火和光象征着神的同在（出

埃及记 3:2，列王纪上 18:38）。在旧约里，火也表明神已经悦纳了

会幕和圣殿作为献祭的地方（利未记 9:24；历代志下 7:1）。虽然风

与火的征兆发生在圣灵的洗之前，但这两种征兆却没有再次出现。

使徒行传 2:4节提到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译者注：英文版本“说起”

也可以译作“开始说”）开始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说明所开始的

这个动作后来又在不同的场合延续下去（Horton 1981, 32）。另外，

他们说起其他的语言，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圣灵并没有控

制他们的口舌，而是赐给他们话语。他们所讲的话乃是圣灵赐给他

们的（Horton 1981, 33）。这个记载很重要，路加为我们提供了最多

的细节。圣灵为其后发生的其他的事情设立了一个模式。路加清楚

地告诉我们，当圣灵充满他们时，他们就说方言。这是唯一反复出

现的征兆。

撒马利亚的复兴（使徒行传8:4-25）

使徒行传第 8 章讲到，因着腓利传福音的工作，撒马利亚出现

了复兴。彼得和约翰去到撒马利亚查看时，这两位使徒“按手在”

新信徒的身上，“他们就受了圣灵”（17 节）。路加在此并没有特

别说明受圣灵洗的同时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却提到一位当地行邪

术的人，名叫西门，非常羡慕当时发生的事情，他宁愿花钱也要得

着使徒的能力。显然，当时一定是发生了超自然的事情——西门不

是要从腓利那里买赶鬼或医治的能力，因此，我们相信撒马利亚人

当时所经历的，正是那 120 位门徒在五旬节那天经历的事情。

8 路加在谈到圣灵洗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每次都提到说方言？

扫罗的转变（使徒行传9:17）

扫罗，曾经残酷逼迫教会，后来却成了使徒保罗。在保罗去大

马士革的路上经历的事情之后，神就差遣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亚

拿尼亚祷告说，要保罗“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 9:17）。在这里

没有保罗说方言的记载。后来保罗写道，“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

你们众人还多”（哥林多前书 14:18）。我们相信保罗当时受圣灵充

满时，就开始说方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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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尼流的家里（使徒行传10:44-46）

彼得在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祷告时，就有圣灵临到他们。那些跟

他在一起的信徒认出这是“圣灵的恩赐”，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10:45-46）

后来，耶路撒冷的领袖责备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彼得回应说，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11:15）他

说他之所以知道外邦信徒也受了圣灵的洗，是因为他们也经历了当

初的信徒所经历的一样——即：说方言。对于彼得和其他人，方言

显然是圣灵充满关键的凭据。如果早期的教会领袖和信徒把方言作

为圣灵充满的初始外显凭据的话，那我们也应当同样做。

9 彼得和教会领袖是如何知道哥尼流的家人受了圣灵的洗？

以弗所的经历（使徒行传19:1-7）

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途中经过以弗所时，遇到了一群人，

大概由十二个门徒组成。他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19:2）从保罗的问题可以推断出，信徒若是受了圣灵，他自己应该

知道。

以弗所的门徒的回答表明他们不明白什么是圣灵的洗。保罗给

他们施了水洗，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

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19:6）。我们想像一下，若是之后有人问

门徒，“你们如何知道自己受了圣灵呢？”他们的回答应该是，“因

为我们开始说方言。”

10 关于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本教材的观点是什么？请概括

说明。

早期教会的普遍现象

有些不说方言的人引用哥林多前书 12:30-31 节说，方言是恩赐

中最小的一种，只是为不成熟的信徒预备的。他们把保罗在不同处

说的两句话结合起来，“那作先知讲道的，就比他（说方言的）强

了”（哥林多前书 14:5），以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2:30 节问的问题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他们以此下结论说保罗反对方言，然而他

们却忽略了保罗的另一句话，就是他比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方言更多

（14:18）。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将圣经里提到的方言的几个不同功用

混淆了。方言的功用之一乃是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另一个功用

是在个人祷告中使用，为的是造就个人的属灵生命（14:2-4）。第三

7.2.2 目标  
解释我们为什么相信说方言

乃是早期教会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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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功用涉及到在公开聚会中，将方言作为圣灵九种恩赐中的一种来

使用。（12:7-10）。“使徒行传强调的是人们领受圣灵，而哥林多

前书 12-14 章则给出了一些原因，指导人们如何在公开聚会中操练

方言的恩赐。”（Jones 4）如此看来，保罗并非在反对说方言，圣

经中也没有经文说要消除方言。事实上，哥林多前书 14:39节说，“不

要禁止说方言”。

11 方言可以作为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同时也是一种恩赐。

请解释二者的区别。

还有一些不能容忍说方言的人教导说，属灵的恩赐随使徒的

离世而终止了。他们把这个错误的教导建立在保罗所教导的一条真

理上，即先知讲道、方言、知识最终都会停止（哥林多前书 13:8-

12）。然而，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使徒之后这些恩赐都会消失。

事实上，知识并没有止息。其实，这段经文是在对比现时（“未完

成时”）和耶稣再来的时间（“完成时”）。耶稣再来后，我们就

不再需要先知讲道、方言或渐长的知识了，但是这个时刻尚未来到。

另有一些人教导说，我们不需要这些恩赐，因为现在已经有了

圣经，而且圣经是完全的。但是正是圣经教导我们，“要切慕属灵

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14:1）。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7 节说明，哥林

多教会的人“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

现”。

希伯来书 2:4 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

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来见证救恩。耶稣说那些跟随他的人要“说

新方言”（马可福音 16:17）。虽然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证明五旬节

之前就有门徒说新方言，但是哥林多前书 14 章和其他经文都有证据

显明在新约信徒当中，说新方言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事实上，这

种现象太普遍了，以至于保罗不得不限制人们在公开聚会时使用方

言。

12 有人认为，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方言不应当成为

教会普遍的现象。你对此如何回应？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就是

说方言。这是早期教会的正常现象，没有什么证据显明在耶稣来之前，

这种现象应当停止。我们相信说方言也应当成为现今教会的正常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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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圣灵的洗

有一个名叫丹·本森的人，在他事工刚开始的时候，发生过这样

一件事。一次在复兴会的聚会结束后，来了一位老板，他拥有一家

很大的乐器店。他问丹·本森是否见过一种新款流行的吉他。丹·本森

说没见过。老板立即邀请他到店里看一下。丹·本森知道那种吉他很贵，

他买不起，所以就没有去。后来，教会的牧师问他有没有去过那家

乐器店。丹·本森解释说，他根本没钱买那个吉他。牧师回答说，“那

位老板并不是要你买吉他，他是想送给你一把。” 丹·本森失去了一

个机会，没能得到那个贵重的礼物（Betzer 1995, 16-17）。

同样地，我们若是不接受圣灵洗这个礼物，也就是错失了一个

宝贵的机会。在本课，我们来研究信徒如何来领受圣灵的洗，以及

圣灵洗对信徒的生命的影响。

信心是关键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点，领受圣灵洗没有什么具体的“公式”。

每个人领受圣灵洗的方式都不一样。神分赐他的礼物时，也了解并

使用每个人的独特之处。例如，很多人是在教会祷告的时候，领受

到圣灵洗的，而有些人则是在家里或开车时领受的。我有个熟人是

在洗碗的时候领受的。说方言后，有些人在神大能的同在里大声哭泣，

而有些人则会大笑或静默。

我们以下介绍的步骤并不能保证信徒得着圣灵的洗。这些步骤

只是提供一些帮助，使人更加容易地得到圣灵的充满：

1. 为已知的罪悔改。圣灵洗不是为不信主的人预备的。五旬节

那天，彼得告诉众人，要悔改并受洗。人要寻求圣灵的洗，

就当从已知的罪中回转，并听从自己所知道的吩咐。倘若是

不信的人，必须首先接受救恩。如果还没有接受水洗，就应

当先受水洗。总的来说，水洗是刚信的人首先要顺服的一个

命令。我们听从了神的吩咐，祷告时就有力量了（约翰一书

3:21-22）。

2. 相信圣灵的恩赐是向所有信徒敞开的。耶稣吩咐那些跟随他

的人，要等候圣灵的洗（使徒行传 1:4-5）。保罗写道，我

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彼得说“所赐的圣灵”

是为“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使徒行

传 2:38-39）。神愿意每个人都得到这个礼物。而且这种经

历也被称作恩赐（使徒行传 10:45），所以不是靠任何方式

7.3.1 目标  
解释信徒如何得着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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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得或配受的。我们领受他，是凭着顺服活泼的信心。“凡

渴慕寻求神，将自己的心向他敞开，向他祈求的人，神应

许说要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30）

3. 祈求得着圣灵的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们祈求，父就

会赐给他们圣灵（路加福音 11:11-13）。可以用自己的话像

这样祷告：“天父，我相信你的应许是真实的。我相信你今

天为我预备了圣灵的礼物。现在，因着信，我相信你会用圣

灵为我施洗。我也期盼你赐给我方言。我向你敞开自己的生

命，凭信心来接受圣灵洗这个礼物。”

4. 敬拜赞美耶稣。五旬节那天，领受圣灵的那 120 位门徒敬拜

耶稣，并长时间地来赞美他。喜乐的赞美和充满期盼的敬

拜会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灵（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30）。要发出声音来赞美神，不要只在心里默不作声。为

神的属性、他手的工作、和他要成就的计划来赞美他。当你

借着敬拜进入神的同在，你就会感觉到圣灵在你身上，也在

你周围。不要紧张，也不要害怕。“你要被神触摸，你的生

命从此不再一样。”（Betzer 1995, 18）

5. 迈出信心的一步，接受圣灵。要不要接受是你自己来决定的。

别人若是给你礼物，你不需要再去恳求得到那个礼物，你所

要做的就是伸出手来，接受礼物（Johnes 1997, 29）。当你

接受时，要记住你一次只能说一种语言。新的词语还会进入

你的思想里，也会到你的舌头上。还要记住五旬节那天，门

徒们并没有惧怕退缩。他们因着顺服，迈出信心的一步，

“用他们的舌头、嘴唇、声音讲出了圣灵赐给他们的言语”

（Menzies and Horton 1993, 130）。

13 有些人寻求好多年，都没有得着圣灵的洗。请说明原因，他

们为什么还没有得着圣灵洗，并建议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

说方言时，你不需要事先练习。同样地，也不要让任何人教给

你怎么说，那是假的（Betzer 1995, 19）。我们若是追求表面现象，

而忽略了圣灵本身，那就是危险的。我们若是努力让“神迹”发生，

那就是凭着血气做事，容易落入谎言之中。我们若是专心倚靠圣灵，

他会帮助我们，并赐给我们话语。我们的任务就是凭着信心来回应

他所赐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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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担心神会强迫你在公开场合说方言，让你觉得尴尬。

圣灵会赐给信徒方言，但是圣灵不会强迫人讲出来。就圣灵的另一

种恩赐，保罗曾经写道，“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哥林多前

书 14:32）。神的灵不会强迫信徒作任何事情，信徒自己可以选择要

说方言或保持安静。

14 倘若有人担心圣灵会让他在公开场合说方言，你会如何回应

他？

在圣灵里的新生命

圣灵的洗是一种如此美妙的经历，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那里停滞

了。然而，圣灵洗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得着服侍的能力。“圣灵的洗

不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而是一道门，以备进入未来的服侍。”（Betzer 

1995, 21）

举个例子说明。有一个很蒙福的小镇，其间流淌着一股美丽的

清泉。这股清泉不仅灌溉着那里的村落，同时还灌溉着山下的村落。

村里的老人们开始不满意，因为其他的村落也因着“他们的”泉水

而受益。于是他们建坝堵住了泉水，试图把泉水全部据为己有。不

久之后，泉水变成了一片死水——没有任何用处。最后，他们还是

把坝拆掉了。泉水又像从前一样奔流山下，以前混浊的死水又变得

清澈了。它再次成为了生命和祝福的泉源。

耶稣把圣灵比作“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约翰

福音 7:38-39）。当我们借着服侍让活水流淌出来，就相当于让圣灵

不仅祝福到我们，也祝福到其他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终

就会失去祝福。

保罗写道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他的意

思不是要我们被充满一次就够了。你如果把一个杯子装满水，放在

架子上，杯子虽然装满了水，但那只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之后，

水会蒸发，杯子就变成空的了，然后还需要再次充满。同样地，我

们每天都需要圣灵的充满。靠着每日降服在他面前，并且用方言祷告，

我们就持续地被圣灵充满。用方言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灵命保持活泼，

得着建造（哥林多前书 14:2-5）。

另外，你会发现当你服侍他人或作见证时，你有了新的恩膏。

被圣灵充满可以帮助你为他人代祷（罗马书 8:26）。方言的好处之

一就是它为我们带出了其他属灵的恩赐。用方言祷告可以帮助我们

7.3.2 目标  
列出说方言的四样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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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出圣灵的声音。当我们学会了与圣灵同工，就会更加容易地运用

类如说方言、翻方言、预言的属灵恩赐。另外，说方言或用方言祷

告也是对不信的人作见证的一种方式（哥林多前书 14:22）。当他们

听到我们使用方言时，就知道有超自然的事情在发生。

15 列出四样说方言或用方言祷告的益处。

你若是坐在飞机上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就会发现面前有一套控

制系统，跟飞行员用的一模一样。我们若是试图或假想我们自己在

控制飞机，那就很可笑了。这种概念很显明地比喻了我们在圣灵里

的生活。只要我们允许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很安全。我们

被圣灵充满时，就知道我们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跟我们同在。但是

我们需要他来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们在服侍

的时候，身上有持续的大能和恩膏，因为他们不断地被圣灵带领和

能力的装备。只要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满了圣灵，并且坚持与他同行，

我们就能在生命中彰显超自然的侍奉能力（以弗所书 5:18；加拉太

书 5:25）。

16 解释圣灵的洗和过圣灵充满的生活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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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最佳答案，并将其前面的字母圈起来。

1．使徒行传中有四个词组都是指圣灵的洗，它们是______。

a）湿透、充满、临到、降下

b）浇灌、环绕、湿透、临到

c）充满、浇灌、领受、临到

d）环绕、临到、领受、饱和

2．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ruach和pneuma的意思是______。

a）“肉体”

b）“信心”

c）“灵”

d）“圣洁”

3．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______。

a）他不是无处不在或无所不知的

b）信徒可以跟他有交通

c）他不是全能的

d）他有肉身

4．约翰福音描述了圣灵是一位______。

a）“保惠师”或“训诲师”

b）“朋友”

c）“勇士”

d）“鸽子”或“温柔的同在”

5．使徒行传2:39节说，所应许的圣灵的洗是______。

a）为所有主所呼召的人预备的

b）为那些参与服侍的人预备的

c）为教会领袖和那些掌握权柄的人预备的

d）所有犹太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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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太福音3:11节说，耶稣要用圣灵和火为信的人施洗。这里的火是指______。	

a）神的同在

b）神对信徒的忿怒

c）对信徒生命的洁净，也指将来火的审判

d）超自然的力量和令人激动的事物

7．根据使徒行传记载的例子，圣灵洗的初始外显凭据是______。

a）风和火

b）圣灵同在的内在印证

c）说方言

d）说预言

8．保罗为以弗所的门徒们祷告时（使徒行传19:1-7），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并且开始______。	

a）说预言，说方言

b）说预言

c）说方言

d）在主面前跳舞

9．那些寻求圣灵充满的人应当______。

a）向说方言的人学习

b）寻求方言的恩赐

c）为已知的罪悔改，并且凭着信心领受圣灵的恩赐

d）在祷告中寻求神，等候圣灵来掌管他们的语言

10．说方言的好处之一就是它造就______。

a）教会

b）其他说方言的信徒

c）不信的人

d）说方言的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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