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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效法基督被圣灵充满 
 

1. 认识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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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极其难以回答的。我们常常会说到，自我定位！定位很

重要，它需要有参考系统。你所在的经度和维度给出你的位置。例如，东经 121.48°，北纬 30。

24° 就是上海市浦东区人民大道 200 号。上海市市政府的所在。 

 

我作为一个人是谁？可以从三个维度（如同图下坐标）来定位。 

人的灵性、人的物性、人的魂性（或心性） 

 

 

人的位格（personality）具有三个方面，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元论： 灵、魂、体。 

 

1) 人的起源： 

 

创世纪 1: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27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

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创世纪 2：7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和合本 1919）。 

他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新译本 1976） 

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現代中文譯本 2019） 

 

英文翻译中对应的是他就成了“ 活的魂 （living soul），活的人，活的存在。  

https://cnbible.com/genesis/1-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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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伯来文中，魂的原文为 nephesh。 对应的旧约希腊文七十士翻译本（公元前三世纪已成书）

中为 psyche。而 psyche 在新约圣经中基本被翻为魂 (英文为 soul)。 

所以，在耶和华神的奇妙大工中，神的气息（灵气）与地上而出尘土的超自然的柔合，人的魂由此而

生。 

耶和华的灵 + 尘土   ----》 人的魂  

通过创造，耶和华神把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投射在在这个新活物上，在其魂性上。 

人活着的时候，耶和华可以通过人的灵，监察人的内心。 

箴言 20：27，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inner depths of his heart）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

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2) 人死后 

 

人在死后，人物质的肉体归回土地，其灵则归回神。那时的灵携带着他生前的魂（其信息

被收录在灵这个非物质的存在中）。 

传道书 12：7 （人死后），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 

 

福音书中，耶稣的事工提及赶鬼。这鬼乃是污鬼：不洁净的灵体。他们会附在人的生命

中，搅扰人的生活。 

  

马可福音 1：23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24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25 耶稣责

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26 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疯，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马太福音 12：43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

着。44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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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修饰好了，45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

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最近几十年被科学、医学界广泛报导的濒临死亡经历（NDE），指向灵可以离开肉体而存

在。灵是非物质的存在，不能用“眼见为实”而否定其真实性。《游子吟》作者里程记录他的

经历 （p11-13) 颇有意味。 

 

3) 人活着的时候 

 

魂与心的关联性！ 

 

 大诫命在新旧约出现的四处，我们进行交叉对比： 

 

在希伯来文、希腊文、中文各语境中的表达就可以清晰。 

大诫命的不同表述。。。。 犹太语境中的心，对应于希腊已经中的魂。 

 

出处： 

申命记 6： 5  你要尽心 （希伯来文 lēḇāḇ，英文  heart）、尽性 (希伯来文 nep̄eš，英文 

soul)、尽力 (希伯来文 mᵊ'ōḏ, 英文 strength )  爱耶和华你的神。 

 

新约 

马太 22：37  你要尽心 （希腊文 Kardia，英文 Heart）、尽性 （希腊文 Psyche，英文 

soul ）、尽意（希腊文 Nous，英文 mind ）爱主你的神。 

 

马可 12：30  你要尽心（Kardia heart）、尽性（Psyche， soul）、尽意 (Nous, mind ) 

、尽力 （Ischys, strength） 爱主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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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 10：27 你要尽心 （Kardia， heart）、尽性（Psyche， soul）、尽力（Ischys, 

strength）、尽意（Nous， mind）  爱主你的神。 

 

 马太 22：37   马可 12：30   路加 10：27 
 
 
申

命

记  

 
6 
： 

5 

心 希伯来文 

lēḇāḇ 
心 希腊 

Kardia 
心 希腊文 

Kardia 
心 希腊文 

Kardia 
性 希伯来文

nep̄eš 
性 希腊文 

Psyche 
性 希腊文 

Psyche 
性 希腊文 

Psyche 
  意 希腊文 

Nous 
意 希腊文 

Nous 
意 希腊文 

Nous 
力 希伯来文 

mᵊ'ōḏ  
  力 希腊文 

Ischys 
力 希腊文 

Ischys 

 

我们可以看到旧约使用三尽，新约则有三尽、有四尽，而且次序略有不同。 

通过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希腊重视哲学思考的文化中，Nous ，即“思想” 很被重

视，与 魂（中文翻为性）联系起来使用。 

无论是三尽，还是四尽，其主语乃是人，动词都是爱神。三尽或四尽都是描述的状语。而

全然使用的那个对象则是明显之物，是人存在的范畴。 

 

申命记 29：29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

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约伯记 32：8 但在人里面有灵 （ruah） ，全能者的气（   ）使人有聪明 （或着悟

性，或着智慧）。 

 

4) 灵在推动全人的运作 

  

 

圣经的教导是人爱神是从里向外。 最里是灵，这个灵由全能者的气息驱动。这属于隐秘

的事，而明显的事则是人的心、人的魂、人的力。我们人只能在心里感受灵的果效，正如

耶稣所启发尼各地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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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 4：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人能够做的，乃是信。 人作为明显之造物，顺服灵就是必要的。由灵带动心、其次是

魂、然后再带动身体用力气行动。 

所谓 live by the Spirit， 以灵为导向，带动全人的生活方式。 好比一个风车：被风

吹动，就可以做水泵，甚至可以发电！ 

 

 

 

撒迦利亚书 4：6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

灵，方能成事。 

 

约翰福音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

灵，就是生命。64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言下之意，你们以信我，信我的

话语，灵就进来了）。 

 

马太福音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

里所出的一切话。 

 

人的魂（主要是智慧）运作的方式是闭环的： 概念、命题、查验再回到概念和命题。 

 

（1）建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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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概念以逻辑联结成为可运作的命题 

（3）在现实世界中查验命题。 

 

人在命题(他自认为的天经地义，例如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钱不是万能，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的指导下，在他认为没钱、钱不够多的情况下，情绪上受激励，硬着心

去指挥身体去做出犯罪的举动获取财富。如果没有受到干预，他不会反思自己的命题。当

他受到法律制裁的时候，他可能意识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命题的错误。他也许

会是反思“人”这个概念，反思“财富”，有可能接受“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

加福音 12：15）这个新命题，进而明白“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处的一

切话语”（马太福音 4：4）。而新的命题指导他活出新的生活方式。   

 

2. 基督与圣灵的关系 

 

我们阅读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时就可以发现，他和圣灵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如希伯来书

作者所言： 

希伯来书 9：14   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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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0：1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2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3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

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我们作为他的门徒，首先就要明白，是圣灵带领我们成长为他的样式。 

我们可以从五个阶段来看圣灵与基督的关系： 

• 基督是由圣灵感孕玛利亚而生的 。 

• 基督在约旦河受浸时，被圣灵充满 。 

• 基督被圣灵引导、感动、恩膏、也大力推崇圣灵的大工，而他顺服神直到十字架。 

• 基督被圣灵的大能复活、荣耀升天。 

• 基督与父差遣圣灵来浇灌门徒。 

 

1) 第一阶段：基督的降生 

  

马太福音 2：18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19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

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 20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

灵来的。 

 

2) 第二阶段：圣灵降临在基督身上 

 

对此，四福音都记载基督在约旦河受约翰施洗时，圣灵降临在基督的身上，他听到天父的

声音，约翰福音记录了约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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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3: 13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但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 14 约

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15 耶稣回答说，你暂

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16 耶稣受了洗，随即

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17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马可福音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

上。 11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路加福音 3：21 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 22 圣灵降临在他身

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约翰福音 1： 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

身上。  

 

3) 第三阶段：圣灵带领基督  

 

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以后，他并没有直接进入事工，圣灵“引”导他、（马太、路加），

“催”逼他（马可）进入旷野，经历艰辛的四十昼夜，禁食祷告、胜过魔鬼的试探，预备将

来开展的福音： 

 

马太福音 4：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2 他禁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马可福音 1：12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13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 

 

路加福音 4：1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

鬼的试探。  

 

javascript:googleform(%22耶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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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的事奉里，他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正如先知以赛亚预言的： 

 

路加福音 4：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16 耶

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

来要念圣经。 17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18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

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19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耶稣在事奉中被圣灵感动而而喜乐，赞美上帝。 

 

路加福音 10：17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阿，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

我们。 18 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19 我已经给

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20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21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

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阿，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22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

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 

4) 第四阶段：基督被圣灵复活和高升 

 

基督不是自己让自己死里复活。他的复活乃是是神的工作，通过圣灵作成的，圣灵要在门

徒身上继续耶稣的工作。 

 

罗马书 1：3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4 按圣

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javascript:googleform(%22耶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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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8：11 上：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 

 

腓立比书 2：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 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5) 第五阶段：升天后的耶稣与圣灵继续做工   

 

罗马书 8: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

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哥林多后书 3: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希伯來书 7:25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6) 耶稣盼望门徒得着圣灵 
 

  

基督在其侍奉中，从没有把圣灵“私有化”，相反，他竭力地把圣灵介绍给所有的人，并让

他们从各个方面和圣灵连接起来！基督让门徒晓得最好的祈求是求圣灵，而上帝给人最好

的祝福也是赐圣灵：   

 

路加福音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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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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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基督教导信徒们，他们会在领受圣灵后，生命活水从里向外涌流： 

 

约翰福音 7： 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

到我这里来喝。 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 

javascript:googleform(%22耶稣%22)
javascript:googleform(%22耶稣%22)
javascript:googleform(%22耶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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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鼓励旧约信徒的代表（例如尼哥底母）从律法奔向圣灵，从圣灵获得属天的生命。  

约翰福音 3： 4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
吗？ 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
国。 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基督一直高举圣灵的至高地位，因为顺服圣灵的人最终会认出耶稣是人子来。 

 

马太福音 12：31-32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

惟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圣灵

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马可福音 3：28 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

免。 29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耶稣说：亵渎圣灵，

一切的罪都无法赦免。 

 

基督和最亲近的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长谈中，道出一个秘密：圣灵以保惠师的身份一直

住在基督基督里面，而同一位圣灵也将要进入门徒的生命，重现其保惠师的角色！而这

位保慧师将带领门徒效法基督！ 

约翰福音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

在。 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

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18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

你们这里来。 

 

约翰福音 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翰福音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

了，就要为我作见证。 27 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基督在升天前千叮咛万嘱咐的一件大事，就是门徒等候圣灵的洗，继续基督的工作：  

javascript:googleform(%22尼哥底母%22)
javascript:googleform(%22耶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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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4-8 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

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

的洗。 

 

阶段 关系 比喻 

1. 圣灵的

预工阶段 

人还不能察觉（蒙昧期）圣灵的善工 封闭的房间中一片漆黑 

2.圣灵内

住阶段 

人得到福音领受圣灵，圣灵内住，进入人

的灵 

窗子打开，阳光进来 

3. 圣灵渗

透到人的

深度  

话语开启思想，认识真理（联合基督，约

14：6），自己也感受到内在生命的转变 

（Transformation）。 

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 箴言 4:18） 

4. 圣灵满

了而溢 

勇气、能力、恩赐、智慧在福音大工中外

溢。 圣洁归主用， 通体透亮，我心光明，

做神的工作。 

福杯满溢 （诗 23：5） 

被荣耀充满，发出荣耀 

（西 2：9） 

 

3. 我们如何被圣灵充满？ 
 

1) 悔改（改变心志转向基督）+受洗  

 

罪人的生命。。。。人活在罪的魔掌下，与神隔离 （就是灵命的死）。 

撒旦的仆役，邪灵毒害人的灵，欺骗、扭曲、定罪、在人的思想中注入不信、自义、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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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 2： 16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只

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记 6：1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 2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

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3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

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以弗所书 2：1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

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

的邪灵。 3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

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4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

的大爱， 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神的大能。。。。 

徒 2：37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

怎样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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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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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徒  5：1-10  ， 弗 4：30 ， 弗 5：18， 帖前 5：

19  ） 

https://cnbible.com/genesis/2-16.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2-17.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6-1.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6-2.htm
https://cnbible.com/genesis/6-3.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2-2.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2-3.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2-4.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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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的门徒要持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2) 以基督的心为心 
 

对于圣灵，人们可以从神格（三位一体）的角度来认识他。另一方面，使徒保罗以类比法

描绘出圣灵的作用： 

 

哥林多前书 2:10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11 除了在人里头

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12 我们所领

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

事。。。15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16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

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保罗清楚地使用了一个哥林多教会能明白的比喻：正如人的灵，是人这个存有的最深刻的

部分，它可以知道、参透人的事。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参透了神格的事（对于人来说是

奥秘的）。人的灵和神的灵不是毫无关系的。神的灵被人的灵所领受，以便人知道神开恩

给我们认识到的事（不是说神里面一切的，只是他开恩启示我们的那部分）。“但我们是

有基督的心了” 中的“但”，不仅具有“但是”这样转折的意思，也具有“但因”这样的转折和解

释的意思。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心，我们就有神的灵，开恩给我们看到的，而世人是根本

看不到的。 

 

圣灵的首要工作：让人意识到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我们普通人可以承受神的道，信心之门

一旦打开，人的魂（主要是思想）就越来越打开了。 

 

基督的灵内住我们与基督的心的开启有着直接的关联！心（思想）作为人的魂的主干，与

灵是连接的。这点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是否有基督的灵，不在其是否有着属灵的外在

表征，其核心考察部分乃是你的心多大程度是贴近基督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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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2:16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腓立比书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

等为强夺的。 7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8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

稣的名，无不屈膝， 11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福音书中耶稣正是在降卑自己的时候，圣灵才瀑布式地降临在他身

上！ 

 

马太福音 3：15 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

约翰许了他。 

 

诸般的义（也是全部的义）只有在基督降卑自己成为罪人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如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5：21 写的：“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

面成为神的义。” ，以及罗马书 3：21 所言：“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22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

分别。” 尽诸般的义需要的就是神儿子抛弃属于自己的荣耀，成为最没有荣耀（的

罪人），神的灵就大大降临了！ 

 

一直等到细读腓立比书 2：5 -11，一直等到明白耶稣说：他以罪人的地位受洗把神的义

成全了，我脑海突然浮现出一幅图景：就是极其壮观的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朋

友刚刚访问那里。她说瀑布的落差只有 51 米，还不到我家房子占地的长度！为什么尼亚

加拉大瀑布举世闻名呢？我突然想到：河的河床有了落差，水就流动起来。如果这个河没

有落差，哪怕河水再丰富，它就不再是河流，而是一个湖，是一个大水库，风平浪静，可

能也是一潭死水！这条河在尼亚加拉这个地方突然经历河床的下降，虽然区区 51 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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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倾泻着从天而降、轰鸣着、成为一道奇观！河水气化升空，你总可以在瀑布上方看到

美丽的彩虹。  

 

 

 

耶稣里面的圣灵和天外众天（乌然诺斯）的圣灵本来就是一体的，联合的、流动

的。当耶稣受圣灵的带领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时，约翰却反过来要受耶稣的

洗（太 3：14），可见耶稣虽然降卑为人，其属灵位分是高于约翰的！当他把自己

彻底地降卑到罪人的位置时，这个时候耶稣的位格落差已经是极大值了：一方面，

他贵为神的儿子在至高，一方面他和罪人等同，在至低。无怪乎，他从水里出来，

可以体会到圣灵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倾泻在身，而且形象化成为鸽子 - 和平的、安

慰的、守约的、安然的，让耶稣做为一个人可以看到、可以感到、可以传讲的！   

 

所以，耶稣的属灵经历与物理学的欧姆定律何其相似： 

 

欧姆定律是指在同一电路中，通过某段导体的电流跟这段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

这段导体的电阻成反比。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 

 

• 在电路中，有了电位差，才有电子的流动！ 

• 在经济学中，有了价格差，才有商品的流动和资本的流动！没有价差，再多的

钱只能当枕头，都是死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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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程热力学中，有了温度差，才有热量的流动。 

 

有了差距，才有流动！ 

 

哈利路亚，圣灵是流动的，我们越是愿意谦卑自己，把自己摆上，我们越能体会到圣

灵的流动和做功！许多人渴望圣灵的充满、寻求奥秘的属灵感动，最好的办法是学习

基督如何去做顺服神、如何让神使用自己！ 

让我们记住耶稣的榜样，效法他的思想，把自己交出去，不要一味地提高属灵知识， 

正如保罗所写的： 

 

腓立比书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8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

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9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

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11 无

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3) 把自己摆上，让神使用 

 

约翰福音 3：34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以弗所书 4：7 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 8 所以经上说，他

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9（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

在地下吗？ 10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11 他所赐的有使

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

督的身体。 

 

4) 渴慕并领受圣灵的恩赐，为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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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12：4 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5 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6 功用

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7 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

得益处。。。31 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林前 14：1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作先知讲

道。 

 

7) 靠着圣灵做争战 

 

以弗所书 6：10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
人。 11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12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
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
魔争战。 a 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
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14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
护心镜遮胸， 15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16 此外，又拿着信
德当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17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
剑，就是神的道。18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
祈求。 

 

8) 初期教会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榜样 

 

使徒行传记载了前所未有、而又反复发生的大事：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在建立初期教会上

发挥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我们的榜样。现罗列如下： 

 

a. 第一处： 

徒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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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他们向虔诚的犹太人传福音。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0.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0.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1.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1.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2.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2.htm
https://cnbible.com/cuvmps/ephesians/6.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cuvmps/ephesians/6.htm#footnotes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3.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3.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4.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4.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5.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5.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6.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6.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7.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7.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8.htm
https://cnbible.com/ephesians/6-18.htm


Page | 20 
 

b. 第二处 

徒 4:8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9 “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

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 10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

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

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作用：第一代使徒彼得在压力下勇敢站立，教会没有被吓倒，反而大能地做见证。 

 

c. 第三处 

徒 4:31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作用：众门徒们也放胆讲道，支持使徒的工作。 

 

d. 第四处 

徒 6：5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

拣选腓利、伯罗哥罗、尼迦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6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7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

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8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

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作用：第二梯队的领袖发挥起使徒的功能 

e. 第五处 

徒 7:55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

边，56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57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

朵，齐心拥上前去，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

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59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

接收我的灵魂！”60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

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https://cnbible.com/acts/7-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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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司提反效法基督的榜样而勇敢地殉道，在杀死他的人（包括扫罗）面前做见

证！ 

f. 第六处 

徒 9:17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

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18 扫

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 19 吃过饭就健

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20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

神的儿子。 

功用：保罗大胆地传福音。  

 

g. 第七处 

徒 13: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 10 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

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11 现在主的手加在

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

领他。 12 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作用：保罗在属灵战斗中得胜，为主作见证。   

 

h. 第八处 

徒 13: 50 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

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51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作用：宣教士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继续在外邦人中宣教。 

附录：福音书中有关“基督与圣灵”的经文 
  

https://cnbible.com/acts/9-20.htm
https://cnbible.com/acts/9-20.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12.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12.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0.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0.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1.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1.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2.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2.htm
https://cnbible.com/acts/13-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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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  

1 1：20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

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2 3：11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

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3 4:1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4 12:31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

灵，总不得赦免。32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干犯

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5 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马可福音 

1 1:8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2 1:10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3 1:12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4 3:29 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5 12:36 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

的脚凳。 

6 13:11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

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路加福音 

1 1:15  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2 1: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

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或作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 

3 1:41  

 

以利沙伯一听马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

充满。 

4 1:67  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 

5 2：25 27  

 

25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

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26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

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27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

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6 3：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

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7 3：22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

爱子，我喜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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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1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

试探。 

9 4：14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10 10：21  

 

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阿，是

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11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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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他的人吗？ 

12 12：10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惟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约翰福音 

1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

33 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

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2 3：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

的国。 

3 3：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

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4 3：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5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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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4：17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

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7 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

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8 15：26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

为我作见证。 

9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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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