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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教会顺服圣灵 

 

    写这课时已是春天。树枝发出嫩绿的芽, 白色、粉色
和黄色的花含苞待放，蓝、红、黄、橘色的花点 着花园，
让我想起所罗门描写的美丽春景： 

        “因为冬天已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放香。” 
                   （雅歌二首 11-13 节） 

 

    教会中圣灵的工作就像春天的美景，当会众顺服祂
时，圣灵将光照并复苏他们，使未信的人“从灵而生”(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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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3：6 )。 

在本课你将学习: 

     圣灵和信徒 
     圣灵的膏抹与拣选 
     圣灵恩赐为建立教会 

本课将帮助你： 

    说明圣灵住在信徒心里和圣灵紧随信徒的区别 
    叙述何谓圣灵的膏抹与拣选 
    了解圣赐恩赐如何建立教会 

圣灵和信徒 

目标 1. 区别住在圣灵里和受圣灵的洗。 

    一位南非宣教士—弗瑞德勃克曾做过下列受圣灵洗
的见证：“当我还是圣经学校的学生时，上帝曾经将祂的
灵倾注在许多同学身上，我也开始寻求上帝，渴望被圣灵
充满。一天晚上，我正安静等候，祂的灵似乎引导我到耶
稣曾祷告过的花园，然后到审判大厅再到髑髅地，我在神
面哭泣，并且分享救主受的苦。圣灵临到我身上！我深深
呼吸直到我全身充满祂的能力，我开口说话，开始有些口
吃，后可以很清楚地说出。我的灵被上帝的荣耀充满，耶
稣—伟大的施洗者来为我施圣灵的洗，我的灵充满了祂的
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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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洗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原本胆小不敢向大众
开口，现在我突然变得勇敢，站在会众面前，话从口中涌
出，我听见自己发出有力的上帝的话语，但那不是我说的，
而是圣灵藉着我说的！ 

   我在校时，上帝呼召我到非洲，并为我预备前进的道
路。60 多年来，祂使用我传福音，圣灵的膏抹一直与我
同在！” 

    弗瑞德勃克的见证引发玛丽思想圣灵的事。有一晚上
去教会聚会的途中，玛丽问：“现在我得救了，圣灵不是
已经在我里面了吗？”   

   “是的，亲爱的。圣灵的作工引导你认识基督，现在祂
已经与你同在了” 提摩太答道。 

   “那为什么还有人讨论关于接受圣灵的事？我们不是
已经拥有祂了吗？” 

   “因为...哦！这位是亚伦，我想他可以解释得更好些。”  

    亚伦听了他们的问题后答道：“是的，信徒有圣灵在
心中。在加拉太书 4：6‘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祂儿子的
灵进入你们的心’。在哥林多前书 3：16 也说‘神的灵住在
你们里头’。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
头。” 

    亚伦继续说：“你听到人们谈到信主后要接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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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受圣灵的洗’。我们信主后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当信
徒接受圣灵的洗以后，祂将紧随着我们，上帝的灵倾泻在
我们的身上并在里面涌流。让我们看一些经节，使徒行传
2：17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
的’ 。这里彼得解释圣灵的浇灌是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
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上帝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
灌下。’ (使徒行传 2：32-33 ) 

    和早期的教会一样，今日的信徒也能得到圣灵的浇
灌。在耶稣升天之前祂说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
身上。’(路加福音 24：49 )” 

    “当一个人有了圣灵浇灌会发生什么事？”玛丽问。 

   “奇妙的事会发生。”亚伦答，“当你敬拜主、完全降服
在祂的面前，圣灵会紧随着你，让你说出你从不知道的话
语，并用你发出的声音来荣耀主。 

    逾越节那天有 120 位信徒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们能
力说出别国的语言——方言——一种圣灵所赐的语言，籍
此述说上帝的大作为。”（使徒行传 1：15；2：5-12）。 

     听到这儿玛丽问：“我如何可以得到？我要圣灵紧随
着我。” 

    亚伦微笑答道：“玛丽你可以体会这种经历——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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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心门，赞美祂，当你敬拜时将自己交给神，接受祂的
恩赐，主耶稣肯定会亲自用圣灵浇灌你的。今天世界上有
几百万的信徒已经接受圣灵的浇灌，任何人都不要忽略了
这个祝福！“ 

习题： 

  1.请画两个杯子来代表信徒，中间画一个水罐代表圣
灵。请绘出一个人得救和一个人得救且受圣灵洗的不同。
  

 

          得救              得救并被圣灵充满     

2. 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 
 a). 逾越节那天彼得告诉群众，圣灵只为 120 位信徒所

预备。 
 b). 我们不能彼此用圣灵施洗。 
 c). 圣灵用我们的声音荣耀上帝。 
 d). 上帝今日仍用圣灵浇灌少数特别的人。 

圣灵的膏抹 

目标 2. 认识圣灵膏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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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圣灵工作极为重要的一面，让我们来思想它的意
义。“膏抹” 是在仪式中用油抹在人或物上，旧约时代当人
或物分别为圣，献给上帝时常采用此方式。 

    撒母耳先知曾用橄榄油膏抹大卫的头，立他为以色列
的王。“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记
上 16：13 )。当摩西在沙漠立帐幕时，他把膏油抹在帐幕
和祭坛上(出埃及记 40：9-11)。第一个祭司亚伦也受了膏
抹(诗篇 133：2 )。 

   “油” 代表圣灵。“膏抹” 用来描述圣灵能力的接触使人
为上帝做超乎自己能力的事。 

    在圣灵膏抹下大卫作出了很美的歌即圣经中的“诗
篇”(撒母耳记下 23：1 )。同时他也是位先知，曾预言耶稣
弥赛亚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 2：30-31 )。当彼得在逾越
节向群众证道时，这样的“膏抹”——圣灵能力也降临在他
身上(使徒行传 2：14-36 )。 

    早期教会甄选七位执事处理教会财物和事工时，他们
选择的人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使徒行传 6：3 )。
被圣灵膏抹是他们每日工作所必须的，这是早期教会很高
的属灵标准。因此今日教会的每项事工和活动也必须要有
圣灵的膏抹，无论是祷告、证道、教导、传福音、咨询、
献诗或乐器演奏都需要圣灵膏抹来荣耀上帝。这样，耶稣
基督才能被高举，启发并建立起信徒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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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3.配合题（请把答案写在相应的问题后面）  

 a).圣灵的象征             1）彼得 
 b).分别为圣的方法         2）大卫 
 c).第一位祭司             3）油 
 d).教会的助手             4）执事们 
 e).做了许多诗歌           5）膏抹 
 f).在逾越节证道           6）亚伦 
 g).膏抹帐幕和祭坛         7）摩西 

圣灵恩赐为建立教会 

目标 3. 认识圣灵恩赐在教会中的作用。 

    主日晚间聚会时，会众唱诗、祷告和赞美后便安静下
来。有一位会友开始用有力、清晰的言语证道，他颂扬救
主耶稣，鼓励大家相信并顺服祂，他的话带着能力、安慰
和希望。接着，牧师要会众按照圣灵的感动回应神，立刻
一股赞美上帝的声浪升起。 

   “这是怎么回事？” 玛丽急切地问。 

   “这是预言的信息。” 提摩太耳语道，“待会儿我们可以
看见更多圣灵的能力。” 

    会众都安静地领受所释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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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后牧师邀请有特殊需要的人到台前祷告，教会中
一些长老、执事聚集将手按在他们身上，大家一起祷告并
相信上帝会应许所求之事。祷告之声如洪流，每个人都得
到祝福。 

    玛丽和提摩太后来读到哥林多前书 14：3“但作先知讲
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的时候理解了
这次聚会前半段所发生的，都是圣灵恩赐之一——说预
言。 

    当圣灵运行在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身上时，有爱和能力
从他们涌流出来就像流动的河水，带给有需要的人医治和
生命。信徒的能力也是圣灵的恩赐，神迹发生，人得医治
并从恶行中得释放。教会开始成长。 

    哥林多前书 14 章表明了有关圣灵恩赐的指导。信徒
灵里被造时基督也因此而得荣耀，上帝要我们聚集得生
命，我们的聚会应该“不是教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和”(哥
林多前书 14：33 )。 

    九种“圣灵的恩赐”记载在哥林多前书 12：8-10。每一
种都是独一、超自然的，也就是说都是超乎我们天生的才
华与能力的。虽然我们或许不完全了解圣灵的工作，但我
们需要打开自己的心接受主要给我们的任何恩赐。 

    简单的说，超自然的恩赐可以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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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的言语”是指一项有特殊需要的能力，是适时说出
上帝话语的能力；透过“知识的言语”圣灵使信徒说出超乎
自身能力之外的他不知道的话语；“信心的恩赐”是一种超
乎自然的能力坚信神和神奇妙作为的恩赐；“医治的恩赐”
是信徒借助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去医治有需要的人的一种
恩赐；“行异能”是圣灵运行在某人身上，使他用超自然的
能力完成某事的恩赐；“说预言”是圣灵的能力透过人用言
语证道或预言；藉着“辨别圣灵”使人能识透是什么样的灵。
(上帝的灵、人的灵或邪灵)“说方言”是让信徒说出他所不
知道的言语，此言语可能是地上的，也可能是天使的；“翻
译方言的恩赐”是说出方言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大家必须
记住的是，圣灵的恩赐无论能力或指导都应来自圣灵。 

    如果你尚未经历过圣灵的能力，请研读本校《一位有
益的朋友》的课程，它将进一步告诉你有关圣灵的事。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哥多前书 12：4)。 

    教会应照上帝的教导给圣灵的恩赐留地步，这些恩赐
能扩张基督荣耀的事工。从早期教会到今日需求的世界，
耶稣曾说过我们要做比祂所做更大事(约翰福音 14：12 )。
这是可能的，只要我们顺服祂所赐并代表祂的圣灵，圣灵
里生命的大能将进入、紧随并满溢在教会当中。 

习题： 



 
31

4.圣灵的恩赐是为： 
 a). 帮助我们灵里成长； 
 b). 使别人注意我们； 
 c). 使我们的教会与众不同。 

5.当圣灵恩赐动工时： 
 a). 他们代替了上帝的话； 
 b). 我们感到不舒服和困惑； 
 c). 他们按照神的话和谐地工作。 

6.如果我们不能全懂圣灵的恩赐时，我们应该： 
 a). 那不是为我预备的； 
 b). 只接受我们所了解的； 
 c). 仍向主打开心门,因为我们相信祂所做的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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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你画的图应该像这样：水倒入杯子且满溢出杯子。 

 

         得救              得救并被圣灵充满 

2.  a)错； b)对； c)对； d)错。   

3.  a)--3 油； b)--5 膏抹； c)--6 亚伦； d)--4 执事们；           

    e)--2 大卫； f)--1 彼得； g)--7 摩西。  

4.  a)  

5.  c)  

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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