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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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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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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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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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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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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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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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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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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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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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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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阶段：天父和基督差遣圣灵浇灌门徒 

 

约翰福音 14：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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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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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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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

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二）圣灵与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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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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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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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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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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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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 表现 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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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虔诚的犹太人传福

音 

4:8 彼得被圣灵充满 （勇敢地）对他们

（官长们）说 

使徒彼得在压力下勇

敢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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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徒们也放胆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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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教会的膳食，也

传福音 

第二梯队的领袖发挥

使徒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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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提反效法基督的榜

样 - 伟大的殉道！  

13: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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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在属灵战斗中得

胜 

 13: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

满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

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

了。 

宣教士没有因为搓

折，而是继续在外邦

人中宣教 

 

（三）门徒如何被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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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崇荣说过：当你的知识归向真理（基督）时候，那就是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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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素： 认识到自己的罪而悔改（即转换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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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欺哄圣灵 ！  （使徒行传 5：1-10  亚拿尼亚、撒非喇的反面例子） 

•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以弗所书 4：30） 

•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帖前 5：19） 

第二要素：以基督的心为心 ，降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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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书的耶稣正是在降卑自己的时候，圣灵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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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比：尼亚加拉大瀑布（51 米落差） 

 

 

 

第三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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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澄清的是：圣灵才能带来基督的心（思想）。拥有基督的心，我

们就在圣灵带领下。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