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洗禮教義（二）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默寫鑰節。 
 說明聖靈的一些功用。 
 解釋怎樣得著聖靈浸。 
 指出聖靈浸的外面可見記號。 
 指出聖靈浸的真實憑據。 
 認出聖靈的恩賜果子。 

 
鑰節：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 8） 

 

引言 
 

上一章你已學了「洗禮」一詞的定義，與及新約提及的四種洗禮的其中三種。 
你學過耶穌所經歷的受苦的洗禮、約翰的洗禮，與及基督徒洗禮。本章關乎第四

種洗禮：聖靈浸*。 
 

應許的聖靈 
 
 耶穌復活，還未升到天上，祂向跟隨的人作了一個重要的教訓：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

力。（路廿四 49） 

 
 耶穌口中所應許的就是聖靈。過去耶穌已對跟隨者提及：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 

                     
* 本章實為聖靈教義的導論。更詳細地研究聖靈，請參國際豐收學院提供另一個課程：《聖靈的職事》。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

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約十四 16－18） 

 

聖靈的目的 
 
 剛才引述聖經提出了聖靈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安慰信徒。聖經還提到聖靈

在信徒生命中好些目的。聖靈要： 
 

- 充滿和施洗信徒：徒二 4 
- 住在信徒裡面：林前六 19 
- 使信徒同心合意，與上帝其他信徒連合：林前六 17 
- 為信徒代禱：羅八 26 
- 引導信徒：約十六 13 
- 向信徒並藉信徒顯明基督的愛：羅五 5 
- 使信徒效法基督的形象：西三 18 
- 向信徒顯明聖經的真理：林前二 10 
- 教導信徒：約十四 26 
- 激勵信徒真誠敬拜：四 24 
- 加力信徒：弗三 16 
- 使信徒活過來：羅八 11 
- 使信徒成聖：帖後二 13－14 
- 改變信徒：多三 5 
- 責備犯錯的信徒：約十六 8－11 
- 賜下得救的確據：羅八 16 
- 賜信徒自由：羅八 2 
- 藉信徒說話：可十三 11 
- 顯明上帝的大能：林前二 4 
- 賜信徒作見證的能力：徒一 8 
- 激發信徒敬拜：約四 24 

 
聖靈的憑據 

 
 聖靈在信徒生命中有許些目的。不過主要的目的和聖靈浸的真實憑據，乃是

使基督徒成為有力的福音見證：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



 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一 8） 

 

 聖靈浸的憑據即時出現在使徒彼得的生命中。五旬節前，他因恐懼，否認認

識耶穌。受了聖靈浸，彼得站起來大有能力給福音作見證，結果三千人得救。初

期教會也因為聖靈的能力，在普世廣傳福音。使徒行傳便是這大有能力作見證的

記錄。這樣的能力是聖靈浸的憑據。 
 

聖靈浸 
 

 新約聖經有七處地方，「洗禮」一詞是與聖靈連在一起。福音書有四處記載

了施洗約翰的話：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

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太三 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可一 8） 

 

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

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路三 16） 

 

我先前不認識他，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對我說：「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

的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約一 33） 

 

耶穌也有提及聖靈浸：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一 5） 

 

彼得提及在哥尼流家中的事，他引用耶穌的話：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十 16） 

 

保羅也以「洗禮」一詞與聖靈連在一起使用：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

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十二 13） 

 

「從一位聖靈就洗」這片語，意思跟基督徒洗禮一樣。兩者都是內在狀況的 
外在確認。 



 五旬節那天，聖靈從天上降在門徒身上，使他們完全沉（或浸）入聖靈中。

彼得解釋，這經歷是應驗了上帝的應許：「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

血氣的」。這應許載於珥二 28。 
 

可見的憑據 
 
 聖靈是肉眼不能見的。耶穌以風比喻聖靈：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

是如此。（約三 8） 

 

肉眼雖看不見風，它的影響卻能耳聞目見。風吹捲起遍地塵埃、樹影婆娑， 
葉子沙沙、波浪吼叫、風起雲湧。這些都是風的可見記號。聖靈也是一樣。眼雖

不能看見聖靈，祂的影響，眼卻能見，耳卻能聽。 
 
 新約聖經有三處地方說明，聖靈浸時人身上會出現甚麼事： 
 
五旬節那天： 
 
 徒二 2－4記錄了五旬節那天發生的事：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

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2－4） 

 

哥尼流家中： 
 
 徒十 44－46記錄了彼得向名叫哥尼流的人和他的全家宣講福音：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上帝為大。 

（徒十 44－46） 

 
以弗所的信徒： 
 
 徒十九 6說明以弗所首批信徒的遭遇：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徒十九 6） 



  
比較三處經文，它們都有一共通的可見記號：領受聖靈浸的人都說方言。至

於聖靈另外一些超然的記號，雖有提及，卻未有全在這些地方出現。 
 
 五旬節那天，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又有舌頭如火熖顯現。只是另外兩處經文，

卻未見記載。 
 
 使徒們見到的外表記號，他們發現哥尼流和他家人都說方言。這可見的記號

讓使徒們知道，這些人得了聖靈浸。 
 
 根據這些聖經記錄，我們的結論是在聖靈的能力下說方言，乃是人受聖靈浸

的記號。 
 

方言 
 

 「方言」作為記號可以是一些人懂得的語言。五旬節那天便是這樣： 
 

⋯⋯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

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 」（徒二 7－8） 

 

方言也可以是人不懂得的語言，是未知的。 
 

那說方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上帝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然而他在心靈裡，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祕。（林前十四 2） 

 

方言的功用 
 

 聖靈浸時領受的「別的言語」，在信徒身上有很多功用。林前十四章列出方

言彰顯時的一些功用： 
 

- 向上帝祈禱：v. 2 
- 造就自己：造就是建立或促進屬靈生長：v.4 
- 繙出來便造就教會：v. 12 
- 代禱：v.14（參羅八 26－27） 
- 給未信的人作記號： v. 22 
- 應驗預言： v.21（參賽廿八 11－12） 
- 讚美： vv.15、17 

 



反對 
 

 有人反對方言為記號。以下是這些人提出的反對： 
 
基督徒已有聖靈： 
 
 基督徒信主的時候已經領受聖靈，毋需進一步經歷並且領受聖靈浸。這是最

常聽到的反對。 
 
 然而，看一下新約各人的例子。這些人都是真誠的信徒。 
 
 使徒們認罪悔改，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他們親眼看見，並且接受祂的死亡、

埋葬和復活是真確事實。耶穌告訴跟從祂的人：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

力。 （路廿四 49） 

 

 祂又說：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徒一 5） 

 

 聖靈浸的應許在五旬節那天應驗：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4） 

 

 使徒們無疑已經是真正信徒，卻要等到五旬節那天才被聖靈充滿（浸）。撒

瑪利亞人聽聞福音。他們相信並且受洗。然而未曾領受聖靈： 
 

 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上帝的道，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裡去。 

 

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徒八 14－17） 

 

撒瑪利亞人因為腓利的事奉得救。領受聖靈卻是透過彼得和約翰的服侍。領

受聖靈浸跟領受聖靈，截然不同。 



 
徒十九 1－6 說明保羅來到以弗所，在那裡遇到一班被稱為「門徒」的人。

保羅一開口便問他們：「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人在得救的時候領受

了聖靈浸，保羅豈非多此一問，愚不可及。他發出這個問題，顯然要表示在基督

裡成為信徒，卻未有領受聖靈浸。縱使有人信主的一刻，便同時領受聖靈，後者

仍是救恩經驗以外的另一回事。 
 
聖靈在永恆中一直作工。舊約指聖靈落在以色列的屬靈領袖身上。聖靈也在

罪人生命中作工，把他帶到基督面前。 
 
被聖靈充滿卻是不同。耶穌以下的話清楚說明：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他

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約十四 17） 

 

那時聖靈和門徒同在，卻不是在他們裡面。五旬節那天，他們被聖靈充滿（受 
聖靈浸）。聖靈與罪人同在，引領他們到耶穌那裡。這倒是有別於在信徒裡面。 
 
 聖靈與舊約時代的屬靈領袖同在，卻不是在他們裡面。這是舊約時代聖靈工

作與新約時代的分別。 
 
人人都說方言嗎？： 
 
 另一個反對出自誤會了使徒保羅的問題。林前十二 30 他發出這問題：豈都
是說方言嗎？答案是：「不是人人都說方言。」 
 
 只是保羅非指聖靈浸的經歷。這是有關信徒在教會中使用的聖靈恩賜的討

論：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 

 

上帝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

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林前十二 27－28） 

 

保羅指的乃是信徒在教會中使用的恩賜。聖靈其中一種恩賜就是「方言」： 
一種能力，在聖靈的大能下向教會發出特殊的信息。雖然每個人受聖靈浸的時候

都說方言，卻不是人人都可得著方言的恩賜。 
 



懼怕： 
  
很多信徒因怕得著的經歷不是從上帝而來，便不敢追求聖靈浸。聖經卻說：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

求他的人麼？（太七 7－11） 

 

信徒若向上帝求恩賜，祂必像地上的好父親，決不會讓人得著有害的東西。 
 
情緒經驗： 
 
 另一個反對方言理由：這是情緒的經歷。好些得著聖靈浸的信徒，他們注重

個人情緒的反應。人是感情動物。歸主不會消滅人的情感，仍有喜樂愁哀的感覺。 
 
 歸主使人的情感不受罪的控制。歸主把這些感情用於敬拜上帝。「喜樂」在

聖經中與聖靈有密切關係。徒十三 52，「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 
 
 有些人聖靈浸時大有喜樂，因為他們較別人感性。他們會大喊、大笑，或肉

身另有其他感覺。只是這些情感反應並非聖靈浸的記號；方言才是確據。 
 
 聖靈浸不一定流露強烈情緒，例如笑、大喊、跳舞等。對於這種經歷的反應，

因人而異，往往與人的性情有關。 
 
 我們卻不應嘲笑那些喜樂地反應的人。聖經記載有人經歷上帝的時候，頗為

感性。有人在上帝面前顫抖、俯伏地上、大喊大叫、滿有歡樂，和跳起舞來。 
 
 留意眾人在各類運動中的情緒反應，這是頗為有趣的。他們大聲喊叫、狂笑、

上下跳躍，表現非常亢奮。領受聖靈恩賜當更喜樂，因為聖靈在我們的生命中完

成很多旨意，帶給我們莫大喜樂，並且使我們得著能力，往普天下傳福音。 
 
 詩人大衛並無異議。他展現一幅歡樂、高呼和激動地敬拜上帝的圖畫：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我們要來感謝他，用詩歌向他歡呼。 

 

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詩九十五 1－3） 

 

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絃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一五Ｏ3－6） 

 
 千萬不要怕聖靈浸會令你失控，作出失儀的舉動。聖經說： 
 

 先知的靈，原是順服先知的。（林前十四 32） 

 
 意思是上帝賜下的任何恩賜，都由明智的使用者控制。上帝不會隨意使用任

何東西， 
 

 因為上帝不是叫人混亂，乃是叫人安靜。（林前十四 33） 

 

聖靈恩賜 
 

 耶穌留給門徒一項任務，們要把福音信息傳至地極。聖靈賜能力幫助他們完

成。這「能力」其中包括一些特殊的恩賜，裝備信徒有效地事奉。 
 
 這些屬靈恩賜與一般天賦不同。與生俱來的才幹乃是出生時賜下的，或日後

在人生中過努力發展出來。這些都能用來服侍教會，不過與屬靈恩賜大有分別。 
 
 屬靈恩賜來自聖靈。功用是⋯⋯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

的身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

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弗四 12－!5） 

 

這段經文顯示，屬靈恩賜的目的是： 
 

- 成全聖徒 
- 各盡其職 
- 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些恩賜的最終目標是要我們： 
 

-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 增進對基督的認識 
- 以基督為榜樣長大成人 
- 信心堅固不為異教之風搖動 
- 靈命在基督裡長大 

 
有些教會聲稱，所有屬靈恩賜都不是給今日的信徒。他們指那些帶著能力的 

恩賜，例如神蹟和說方言，這些只是給初期教會的。 
 
 對於這樣的反對，我們要指出，主賜事奉恩賜給教會，是要他們完成某些目

的。目的未達，主都不會撤回這些恩賜。教會已經合一了嗎？我們已完全認識基

督沒有？我們都活在完全、穩固和成長中嗎？我們是否已經把錯謬教訓拒諸教會

以外？ 
 
 上述這些問題的答案全都是否定的。事奉恩賜的目標尚未完成。因此，上帝

為了完成這些目標而賜下的恩賜，今天仍運作。聖經也指出「上帝的恩賜和選召、

是沒有後悔的」（羅十一 29）。換句話說，上帝不會改變主意，收回祂的恩賜或
呼召。 
 
 聖靈賜每個信徒最少一樣恩賜（彼前四 10；弗四 7；林前十二 7）。務要找
出自己在教會中的屬靈恩賜。以下是主要談論信徒可得的屬靈恩賜的經文：羅十

二 1－8；林前十二 1－31；弗四 1－16和彼前四 7－11*。 
             
* 國際豐收學院的課程：《聖靈的職事》詳細解釋恩賜和聖靈的果子。該課程的目的是要幫助信徒發現本人的屬靈恩賜，

並且培自己聖靈果子，好能有效地在教會中服侍。 



 
聖靈的果子 

 
 聖靈在信徒生命中培養一些氣質，聖經稱之為「屬靈果子」。聖靈果子就是

在信徒生命中流露的聖靈的性情。上帝盼望在信徒生命中見到全部的果子：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五 22－23） 

 

聖靈在信徒生命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培養這些特質。 
 

領受聖靈 
 

以下是一些聖經指引，教會如何領受聖靈： 
 
悔改和接受洗禮： 
 
 這樣你有屬靈的領受能力。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

的聖靈。」（徒二 38） 

 

相信是給你的： 
 

因為上帝的應許是給所有我們的主上帝所呼召的人，就是你們、你們的兒女，和一切

在遠方的人。（徒二 39） 

 

渴求：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約七 37－39） 

 

認識這是一種恩賜： 
 



 上帝已經在五旬節那天賜下聖靈。因為這是恩賜，你不能作甚麼贏取。 
 
  ⋯⋯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二 38）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那賜給你們聖靈，又在你們中間行異能的，是因你們行律法呢？是因你們聽信福音

呢？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加三 2、4、14） 

 

為上帝的聖靈恩賜讚美和感恩。 
 
順服上帝： 
 
 敬拜和讚美上帝的時候，放膽說出聖靈的言語。只要你開聲讚美，便會有種

結巴感覺。讓你的舌頭向聖靈降服，祂便會透過你說出不明白的語言來。這便是

聖靈浸的記號： 
 

先知說：「不然，主要藉異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頭，對這百姓說話。」（賽廿八

11）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4） 

 

請別的信徒為你祈禱： 
 
 可以透過別人按手領受聖靈（徒八、九、十九章），或毋需按手（徒二、4、
十章）。研讀這些經文，看看有聖靈充滿的信徒可以怎樣幫助你經歷聖靈浸。 
 

 
 
 
 
 
 
 
 



自我測驗 
 

1. 聖靈在信徒生命中有那些目的？ 
 

                                                                   
 
                                                                   

 
2. 舉出六項領受聖靈浸的指引。 
 

                                                                   
 
                                                                   
 
                                                                   
 
                                                                   
 
                                                                   
 
                                                                   

 
3. 默寫鑰節。 
 

                                                                   
 
4. 甚麼是聖靈浸外表可見的記號？ 
 

                                                                   
 
5. 聖靈浸的真實證據是甚麼？請用聖經支持你的答案。 
 

                                                                   
 
                                                                   

 
6. 聖靈果子，「果子」一詞是甚麼意思？ 
 



                                                                   
 
                                                                   

 
7. 寫出基督徒生命中應有的九種聖靈果子： 
 

                                                              
 
                                                             
 
                                                             
 
                                                             
 
                                     

 
8. 聖靈恩賜有些甚麼功用？ 
 

                                                                   
 
                                                                   

 
9. 「不是所有聖靈恩賜都是給我們今天這些人。有些只是給初期教會。」這句 
話為何是不對的？ 
 
                                                                   
 

10. 反對方言為號的人提出那四個理由？ 
 

                                                             
 
                                                             

 
11. 根據聖經這些理由合理嗎？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本章透過討論聖靈浸進入聖靈的研究。 
 
利用以下的大綱繼續你的研究： 
 

聖靈的本質 
 

- 稱為上帝：          徒五 3－4 
- 無所不在：          詩一三九 7 
- 無所不知：          林前二 10－11 
- 無所不能：          徒一 8 
- 永遠：           來九 14 
- 與父和子同等：         太三 16－17 
 

聖靈的位格 
 
- 有思想：          羅八 27 
- 有才智：          林前二 10－11 
- 參透人心：          林前二 10 
- 有意志：          林前十二 11 
- 透過容許和禁止引導人：       徒十六 6－7、10 
- 說話：           徒八 29 
- 懂得愛：          羅十五 30 
- 會擔憂：          弗四 30 
- 代求：           羅八 26 
 

敏感的本性 
 
 聖靈的本性敏感。我們務要小心，不可： 
 
- 欺哄聖靈：          徒五 3－4 
- 抗拒聖靈：          徒七 51 
- 銷滅聖靈：          帖前五 19 
- 使聖靈憂傷：         詩七八 40 
- 羞辱聖靈：          來六 4－6 
- 使聖靈擔憂：         賽六三 10 
- 褻瀆聖靈：          太十二 31－32 



 
聖靈的名字和頭銜 

 
 聖靈的名字和頭銜讓人進一步認識祂的本質和目的。祂被稱為： 
 
- 上帝的靈：          林前三 16 
- 基督的靈：          羅八 9 
- 永遠的靈：          來九 14 
- 真理的靈：          約十六 13；十四 26 
- 施恩的聖靈：         來十 29 
- 賜生命的聖靈：         羅八 2 
- 榮耀的靈：          彼前四 14 
- 智慧和啟示的靈：        弗一 17 
- 保惠師：          約十四 26 
- 應許的聖靈：         徒一 4－5 
- 聖善的靈：          羅一 4 
- 兒子的心（靈）：         羅八 15 
 

聖靈的象徵 
 

 以下是聖經用來代表聖靈的一些象徵： 
 
- 鴿子：           約一 32 
- 油：           路四 18 
- 水：           約七 37－39 
- 印記：           弗一 13 
- 風：           約三 8 
- 江河：           約七 38－39 
- 火：表示 

主的同在：         出三 2 
認可：          利九 24 
保護：          出十三 21 
潔淨：          賽六 1－8 
聖靈恩賜：         徒二 3 
審判：          來十二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