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课   圣灵要充满你 

 

    寻求神的人必需确实相信，被圣灵充满并非是不可能
的事。每位要想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要确实相信圣灵的充
满都是神救赎计划中的一部份，并不是加添的或是额外的
事，也不是稀奇古怪可笑的事，而是确确实实根据基督的
救赎工作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相信这事乃是正常而正
确的。若是如此相信了以后，更需要多时间禁食、祷告和
深思并查考圣经。因为信心乃是由神的话而来。 

    一个人确实相信自己能够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还必须
要渴慕得着圣灵的充满。因此试问，你是真愿意被这位圣
洁、温柔、聪明而慈爱的圣灵完全占有你并作你的生命之
主吗？你真愿将自己的意见完全交给圣灵，而照着祂的要
求去遵从圣经的话吗？你知道圣灵不能容忍你任何自私
的爱或自私的享受吗？你知道祂也不会允许你骄傲、自夸
或显耀自己吗？你知道祂要指示你的生命并拥有主权来
锻炼你吗？你知道祂要除去许多被你所爱却会暗中伤害
你灵魂的东西或事物吗？ 

    你对以上的问题能够毫不犹疑的回答说：“愿意”，你
就是真的希望被圣灵充满。否则你可能是要想有感动，或
是要想得胜，或是要想得能力，而不是真正的愿意被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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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 

 

 

本课内容 

   现今圣灵继续充满人 
   迎接圣灵 
   相信并领受圣灵 
   完全顺从圣灵 

 

现今圣灵继续充满人 

    你知道神如今比五旬节时更迫切的要“将祂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人”吗？约珥先知的预言在五旬节应验了一部
份而已，如今却要大大的应验了。 

    使徒行传二章 17 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
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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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后 300 年至 1900 年之间，圣灵继续不断地充满
许许多多的人，有时是个人，有时是团体。例如奥古斯丁
Xavier，Waldenses，Zinrendorf Finney和许多早期美美
会及贵格会的会友都曾经被圣灵充满，有过五旬节的经验
与能力。 

    于公元 1900 年神就将祂的灵 始浇灌全世界上凡是
祂的儿女了。自从那时起五旬节的复兴就渐渐的 始了。
如今五旬节教会的会友已超过八百万人以上。 近美美会
、浸信会、长老会、罗马天主教会、圣公会以及其它的教
会中已经被圣灵充满的人数也多得无法计算出来。 

    近被圣灵充满的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饥渴慕义
的人，就是那些禁食祷告的人，就是那些觉得灵性的饥渴
重于肉体饥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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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四十二篇 2 节：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的神。 

    约翰福音七章 37-39 节：节期的末日，就是 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
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
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圣灵充满的是那些愿意完全顺服祂的人。这些人都是
将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和自己的身体完全献给祂，并且
愿意让祂照着神的旨意使用他们。 

习题 

1. 背熟使徒行传二章 17 节。 

迎接圣灵 

    当你听说一位你 敬爱的朋友要来探望你的时候，你
先要做什么呢？你一定会先清扫房间，预备欢迎你的朋
友，不是吗？现在你的好朋友圣灵也正要进入你里面并且
要充满你。救世军的创始人 William Booth 将军在他的著
作里有一段话如下： 

    “当我们跪下要去接受圣灵与火的浸之前先要察
看，你的灵魂与你所要寻求的这位圣灵的旨意和目的是否
完全合而为一。也要察看你与施洗的圣灵之间交通的管子
是否畅通无阻。我听说有些人他们得不到水，他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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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又一次的 水龙头，但是水仍然是流不出来在他们
的水库里蓄满了水，水管、水龙头和一切通水设备都很完
善，但是水就是出不来。 后他们拆水管检查时，发现有
一只小老鼠在水管里，阻塞了水路，所以屡次 水龙头也
无用。这正可说明在求圣灵的事上也是一样，虽然你拼命
的祷告、唱诗，相信也毫无用处，因为若是你心中仍然保
留着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偶像，或是仍有一些明知不
合神旨意的事而你却不愿放弃，这就如同在水管里面的小
老鼠一样阻塞了畅流的水路快快除去它吧！毁灭你的
偶像和阻碍，使它永远的毁灭吧！让你与神的交通可以毫
无阻碍，当你跪着的腿站起来以前，你的腹中应该如圣经
的话所说的要有江河的活水流出来，世人就必看出圣灵的
大能，神也必因此得着荣耀。” 

习题 

3. 请将上面的一段文字再读一遍。并求神帮你找出你与
祂之间的一切障碍。 

 

 

相信与接受 

    你接受圣灵的浸就如同你接受救恩一样，都是靠信
心。也就是相信神的应许并且接受祂要赐给你的礼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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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为你写出几个神的应许是要帮助你接待圣灵的。希望你
能熟记并且自己不断的说，直到你完全领悟这些话的真理
后，就能使你很容易的接受神所要给你的礼物了。 

    使徒行传二章 38，39 节：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
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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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传五章 32 节：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路加福音十一章 9-13 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 门。因为凡
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 门。
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
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
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
给求他的人么呢？ 

    你要相信神，不要害怕求圣灵，当圣灵的能力临到你
的时候也不要惧怕，神爱你，你是祂的儿女，祂绝不会将
蛇当作鱼而赐给你。 

    接受一件礼物时，只要相信这件礼物是要给你的，并
且谢谢那赐给你的人，然后伸出你的手去接受就好了。你
握在手中时就是你的了。照样，你只要相信神的应许，到
祂的面前去，向祂要求祂要赐给你的礼物。谢谢祂，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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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过来，就成为你自己的了。相信圣灵要充满你，你完全
的顺服神而放弃你自己的意念，自己的企图和你的野心，
让祂在你生命中坐首位。如此，祂就必充满你，你必要得
着那确实的保证。 

    加拉太书三章 2，14 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
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使我们
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习题 

4. 背熟使徒行传二章 38，39 节， 使徒行传五章 32；路
加福音十一章 9-11。 

    相信你有权请求得到这些应许。 

 

完全顺从圣灵 

    你要让圣灵来充满你，那么祂才能够引导你，并藉着
你祷告。当你作见证时也会赐给你当说的话，而且要赐你
信心相信祂行神迹的能力。圣灵的浸只是你进入这种生活
的一个 端，受圣灵浸只不过经历到圣灵工作的一小部份
而已。就如同一扇门一样，由此你可以进入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引导的生活了。你既然进入了这种生活，你就必须
将你的“心意”、 你的“感情”、 你的“意志”和你的“身体”，
完完全全的献给圣灵，顺从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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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正在祷告求圣灵充满的人，常常举起他们的双
手，这就是表示他们要完完全全的顺从圣灵，并且愿意圣
灵掌管他们的全部。有些人是在唱着奉献全部的歌时就被
圣灵充满了。 

习题 

5. 请写出你进入被圣灵引导的生活就必须向圣灵献上那
四件东西？ 

______    ______     _______    ______ 

 

献上你的心意 

    圣灵充满你，祂就能帮助你祷告和作见证。祂会感动
你的心为某一件事祷告或感谢神。请你顺从圣灵，祂就必
会藉着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或用另一种祂所赐的语言祷告。 

 

献上你的感情 

    感情乃是你整个人的一部份，所以也要献给圣灵。倘
若你在祷告时想要哭，你不要禁住你的眼泪，让圣灵把你
心中的那些刚硬、自私、骄傲、疑惑和抵挡神的心都完全
破碎吧！让圣灵使你发现你自己的过犯，并请祂洁净你，
造就你成为一个合乎祂心意的人。请为那些迷失在罪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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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你所爱的人，以及千千万万未曾听过福音的人们流
泪祷告。这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为要拯救灵魂的工作。 

    当你被圣灵充满时，祂可能给你一种特殊的爱心，你
会全心全意的敬拜神并赞美祂，也许你会非常的快乐，因
而喜乐的大笑起来，不要犹疑吧！尽量的将圣灵所赐给你
的爱心和喜乐表现出来吧! 

    彼得前书一章 8 节：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
荣光的大喜乐。 

    罗马书十四章 17 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
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请记住，神的祝福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有些人在被圣
灵充满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表现。因此你不必着急，
也不必用自己的方法试图使自己进入那种感情激动的状
态。Benjamin A. Bauer 先生说： 

    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的程度是不能以你的感觉来
衡量的，乃是要看你的信心而论的。因为圣灵可能藉着你
作很大的工作，但并不一定会使你的肉身产生一种极大的
激动，然而一个人若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他必定是满了爱
心与信心的。 

 

献上你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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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愿意让圣灵来完全管理你的整个生命了，所以
请不要与圣灵辩论祂将要如何来造就你的方法，也不可坚
持一定要与别人所经历的相同。要顺服，接受祂要为你而
作的一切安排。有些人拒绝神的大能是因为他们害怕别人
讥笑他们。若是有人批评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是曾
经说耶稣和保罗都是疯子吗？他们不是说五旬节被圣灵
充满的信徒们都是喝醉了酒吗？快放弃你自己的意志，让
神照祂自己的方法在你身上工作吧! 

 

献上你的身体 

    圣灵不但要充满你的心和感情而且也要充满你的身
体，你已经为求圣灵的能力祷告了，所以祂可能会让你查
觉出哪种能力是真实的。 

    人们对于圣灵能力的反应有许多不同的样式，正如圣
经上所记载的：摩西大大的发过抖；但以理仆倒在地如同
死了一般；大卫王快乐的在约柜前跳舞；瘸腿的人痊愈以
后因为快乐就跳起来了；五旬节时 120 人说出了方言，因
他们让圣灵管理他们的舌头给了他们当说的话。 

    圣经上说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 难制伏的。我们常
是快快地就讲出不当说的话，而应当说的话却慢慢地说出
来。因此我们应将我们的舌头献给圣灵，求祂帮助我们为
荣耀神而使用。如此，祂必让我们知道祂已经接受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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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而且亲自管理我们的舌头，并且为了祷告和赞美神而
赐给我们一种新的语言。 

    另有些人是慢慢地一步一步的才顺服了圣灵的工作，
他们都是结结巴巴的挣扎着要清楚的说自己的语言。有的
是如同小孩子学话一般，一遍一遍的重复的说那两句圣灵
所赐的方言，但是他们若每天祷告学习顺服圣灵，圣灵就
会管理他们的舌头，并且藉着他说出流利的方言。 

    又有些人是感觉到圣灵来一种很强烈的感动，使他说
出了某一种自己不懂的话语。他们只是凭信心接受圣灵的
引导说出这种话来。他们这样作，圣灵就管理他们的舌头，
他们就会 始说出方言来这种语言不是由他的心意
来的，而是直接由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而来的。 

    在印度的一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名叫 Robert W. 
Cummings 他略述他的经历如下： 

   “ 我正在赞美神说：‘荣耀归于你，噢，神啊！’的时候，
忽然间祂好像对我说：‘你并不是真在赞美我和为我的
荣耀而祷告，你乃是渴慕我的荣耀，为了要受圣灵的浸而
这样的祷告。’于是我就回到那个聚会去并且立刻

始照着祂所教导的方法祷告说‘噢，神啊！愿你的名被高
举，愿你在这个聚会中，在你的每一位儿女心中以及我的
心中得着荣耀。’ 

    我虔诚的如此祷告以后，还有一种忧伤的灵来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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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但我知到这忧伤的灵并不是我的本性，乃是圣灵使
我由心里哭了出来，因为人们没有按着神配得的荣耀而爱
祂和荣耀祂的名。 

    以上的那种迫切追求神的荣耀的感动过去以后，就来
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超自然的喜乐和释放的感觉。我觉得我
在神的爱中并且脱离了一切的捆绑，我欢喜得笑了出来
我笑我的疑惑与惧怕，我笑我灵魂的敌人，我也为了
我的胜利而笑了，因为我胜过了那些曾经攻击过我的一切
烦恼。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圣灵教导我要为了祂的圣洁、祂
的公正、祂的公义、祂的良善而赞美祂。然后祂又使我明
白祂多么急待祂的国降临。噢！但愿我们能明白圣灵是多
么的盼望主耶稣能早日被加冕为万王之王啊! 

    第二个功课圣灵教导我知道神是何等的盼望祂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来祂就 始对付我了，祂让
我明白我身体的每一部份，也就是我整个的人完全是为了
祂的荣耀而被造的。 

    那种极大的能力始终在我身上这种能力是有理
性的也是无穷尽的但是除非我愿意合作，否则，
祂也不能成就祂的美意在我的身上。 

    然后祂清清楚楚的使我明白祂期望我能在言语上荣
耀祂。祂要我奉献我的一生去荣耀基督。因为祂是神所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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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祂是大能的医生，祂是用圣灵与
火为人施浸的那一位，祂也是未来的万王之王。 

    后来祂又让我知道祂要使用我的舌头说出方言来。当
我顺从祂的时候，祂就藉着我说出了我不懂的言语，我无
法说出这是什么缘故。我只知道祂使用了我的舌头向神说
出许多奥秘的事，我觉得祂做的好极了，因为祂藉着说方
言将祂的印证显明在祂的圣殿上。(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
的殿)而且这种敬拜神的方言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所能作
得到的。” 

    神并没有造成完完全全相同的两片叶子，所以被圣灵
充满的事神也是照着自己的方法作，并不是每个人完全相
同。因此有些人是在得救的同时就被圣灵充满了；另有些
人是祷告了很久才被圣灵充满的；有些人是跪在讲台前的
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又有些人是坐着或站着的时候被圣灵
充满了；有人是在家庭祷告会中被圣灵充满了；有人是正
在唱歌时；有人是正在读圣经时；有人是在做日常工作的
时候忽然神的爱充满了他们，使他们大声的赞美祂并被圣
灵充满了。 

    也许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但是圣灵要我们常常的充
满，你应当如初期的教会的信徒一般，让圣灵充满再充满，
“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 

    从圣灵如何继续不断的充满人，就可看出圣灵是不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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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的。祂为别人作的，也会为你作。你已经得救了多长
时间，现在你在什么地方，你的职业是什么，这些都不重
要的，唯有你的态度是 重要的，也就是说你渴慕神的心，
你愿意顺从祂的心，以及你对祂的应许的信心，这些才是

重要的。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请快快顺从祂，让祂
现在就充满你吧! 

    愿神祝福你，将你已学到的真理实行出来。我们要为
你祷告。 

    歌罗西书一章 9-11 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
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
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习题 

6. 当你要受圣灵的洗，或是求圣灵再充满你的时候，什
么是 重要的呢？是时间吗？是地方吗？是要坐着，
站着或跪着呢？ 

7. 你能背出使徒行传二章 17 节；使徒行传二章 38，39
节；使徒行传五章 32 节；路加福音十一章 9-13 节吗？ 

8. 你有没有求神将你一切不能讨圣灵喜悦的事全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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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9. 请现在就祷告，说出你已记住的圣灵的应许。请为此
而谢谢神，谢谢圣灵进入你的心，并且完全顺从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