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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查经专题查经
关于圣灵、灵恩有很多不同的见解、甚至对立，怎么办呢？

最安全的方法 — 按照圣经的启示、好好的查考、归纳…

一、圣灵的洗 — 在新约出现了七次，

前四次都是同一件事情，是施洗约翰讲的…前四次都是同 件事情，是施洗约翰讲的…

太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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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施洗 — 施洗约翰的目的是叫他们悔改，

劝人向神认罪悔改，水只能洗澡

用圣灵与火施洗— 耶稣真正把我们的罪洗干净，

圣灵才真正把我们的心洗干净，灵才真 我 洗干净，

火是名词，但这里是形容圣灵的效果 — 火是比水更强的

可一8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马可是比较浓缩、简短的叙述，

 真正把我们洗干净的是圣灵
火只是一个形容、一个象征火 是 个形容、 个象征

路三16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约一26-33 施洗约翰在施洗的过程，

有一位很特别的人来受洗，发生什么情况呢？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你看见圣灵 下来， 在谁的身 ，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跟马太、马可、路加一样，跟马太、马可、路加 样，

都是在讲那一位用圣灵来施洗。

约翰、马可 — 只讲耶稣是用圣灵来施洗，没有讲火

马太 路加 都有讲火马太、路加 — 都有讲火

到底施洗约翰讲的时候有没有讲火？肯定是有的，

马可是比较简略的叙述

约翰有别的目的，讲的是神学的重点：

 一开始并没有讲耶稣诞生的细节，主要讲

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另一个重点占约翰福音 ½ ，

就是受难周的详细内容，，

神的儿子来成为肉身、替我们死

对于圣灵的洗，就讲圣灵、没有讲圣灵与火，

圣灵是必要的因素

火只是在形容圣灵的大能



徒一5 耶稣亲自肯定：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果然只有十天 — 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离逾越节五十天，

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

五十天扣掉四十天，差不多将近十天。

徒十 15 16 彼得到义大利军官哥尼流的家徒十一15-16 彼得到义大利军官哥尼流的家…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

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也就是 徒二 五旬节领受圣灵一样的场景…
 徒二「圣灵的浇灌」，没有讲圣灵的洗

 徒十一「圣灵的洗」，五旬节、在哥尼流的家

徒二虽然没有用圣灵的洗这个词句，

但实际上圣灵的浇灌也就是圣灵的洗。

保罗做结论…

林前十二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只要信耶稣 不管什么身份都已经从圣灵受洗了只要信耶稣，不管什么身份都已经从圣灵受洗了，

 能够洁净、成圣称义，就是圣灵洗的结果

圣灵洗了以后 他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洗了以后，他住在我们心里 —
 教会就像一个身体，基督是头、

彼此配搭成为不同的肢体彼此配搭成为不同的肢体

 我们饮于一位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中间，

像活水的泉源 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取用像活水的泉源，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取用

圣灵的洗，全部新约圣经就这七次，严格说八次 —
徒二 虽没讲圣灵的洗这个词，但圣灵浇灌、也是圣灵的洗

二、受圣灵

约七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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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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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受死、复活，得荣耀之前，最后一个逾越节，逾越
预告信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使徒约翰后来亲身经历圣灵浇灌下来，使徒约翰后来亲身经历 灵浇灌下来，

他就解释「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就是在讲我们要受圣灵 —就是在讲我们要受圣灵
不是接受以后就把他藏在那里，是活水的江河
就像 林前十二 饮于一位圣灵，就像 林前十二 饮于 位圣灵，

是活水的泉源，可以随时喝、永远不渴

约廿21-23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耶稣用这种吹气的仪式，预告不多几日就要受圣灵了；

现在也有人在吹气叫人家受圣灵，有问题…
全本圣经只有两次是吹气叫人受圣灵 —

 创二上帝创造亚当时，先造身体，然后吹气，
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第二次就是这里，耶稣吹气让他们受圣灵

受圣灵，是信的人一个属灵的特权，必然会得着，

 不是用吹气的方式、这是不合适的 不是用吹气的方式、这是不合适的…
信耶稣以后已经有圣灵，我们常常

寻求圣灵的引导 追求圣灵的充满就够了寻求圣灵的引导、追求圣灵的充满就够了，

不必再受圣灵，因为信的人已经受圣灵了



徒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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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向神悔改、接受耶稣，就可以受圣灵，向神悔改、接受耶稣，就可以受圣灵，

而不是信了以后再去追求受圣灵。

彼得 约翰到了撒马利亚徒八15-17 彼得、约翰到了撒马利亚，
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 个人身上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有一些撒马利亚人信主，信的时候却没有受圣灵，撒马 人 却 有受 灵
 别的地方都说信就受圣灵
 为什么这些人信却没有受圣灵呢？为什 些 信却 有受圣灵

有特别的原理…

徒十44-47 彼得在哥尼流的家，还说这话时，
圣灵降在 切听道的人身上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是在五旬节那天的一样情况，

既然已经信了又受圣灵了，

所以应该为他们施洗。

保罗做结论…

加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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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前面七处提到圣灵的洗、

六处提到受圣灵，六处提到受圣灵，

同样是保罗做结论 — 信的人就受圣灵了。

结语：「圣灵的洗」与「受圣灵」

施洗者：耶稣，是施洗约翰讲的 —
「我用水施洗「我用水施洗，

耶稣用圣灵与火帮你们施洗。」
耶稣虽然已经升天耶稣虽然已经升天，

可是降下圣灵，藉圣灵为我们施洗
这就是耶稣施洗的方式 —这就是耶稣施洗的方式 —

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圣徒施洗

受洗者：每一位真正信的人
受洗时间：信而受洗受洗 间
施洗方式：用圣灵与火
施洗目的：让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施洗目的 我 归 基督的身体、

拥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洗、受圣灵，都提到所有信徒，只有一个例外 —
撒马利亚的信徒 信的时候却没有受圣灵徒八撒马利亚的信徒，信的时候却没有受圣灵，

好像有矛盾，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1. 教会建立的初期，新约都还没有写出来，

谁可以来做一个开门的人？

是彼得，耶稣把钥匙交给彼得，

 徒二 五旬节犹太人受圣灵，是彼得，最重要带领的人

 徒八 门徒到撒马利亚去传福音，也是彼得开门

 徒十、十一哥尼流家信主时，也是彼得来、他们受圣灵哥尼流家 ， 彼得来 受 灵

刚开始的时候，无论是犹太人、撒马利亚人、

外邦人，三度都是彼得来开门。

为什么撒马利亚这些人信主当时却没有受圣灵，

是因为等彼得。



2. 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已经有几百年的隔阂了，

撒马利亚人跟犹太本地的人有通婚的情况撒马利亚人跟犹太本地的人有通婚的情况

犹太人把他们当做不纯正、不纯洁的 —
来 吃 东不跟他们来往、讲话、不吃他们的东西，

已经好几百年

彼得、约翰是耶路撒冷使徒的代表，

要让他们亲眼看见外邦人已经被上帝接纳了，

为他们按手的时候，就受圣灵
 既然已经受圣灵了跟我们一样，受 灵 跟我们 样，

在撒马利亚、接着后来去哥尼流的家也一样，

亲眼看见就信了 —亲眼看见就信了

外邦人也是被拣选、被洁净，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几百年的隔阂就打破、犹太人跟撒马利亚人几百年的隔阂就打破、

他们就合一了

3. 唐崇荣牧师【圣灵的洗与恩赐】提到 —
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完成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完成，

要谁来检验、来确认呢？就是使徒，

等使徒彼得 约翰来到现场等使徒彼得、约翰来到现场，

他们来应证、认定，不然就会乱掉了

 教会的诞生不是自己随便讲讲的，

彼得、约翰来检验、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

徒十九1-2 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这样讲就跟前面提到

「信就受圣灵」矛盾了，

这怎么回事呢？

看上下文就可以很清楚，这一批门徒

其实 算 什么呢其实还不算真正的信耶稣，为什么呢？

十九3 他们只晓得约翰的洗，
是因为他们的师父亚波罗…

徒十八24 26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是有学问的徒十八24-26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

百基拉 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徒十九 这些门徒其实就是亚波罗的门徒，

是等保罗来才受圣灵，

正常的话信耶稣就会受圣灵
 这一批以弗所的门徒根本还不是基督徒，

不是信却没有受圣灵，是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

三、圣灵的浇灌

箴一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听先知的话就回转归向神的人，

神的灵要浇灌他们 — 旧约就有这样的应许神的灵要浇灌他们 — 旧约就有这样的应许。

赛卅二15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
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

应许领受圣灵的浇灌，生命的光景更丰盛了。应许领受圣灵的浇灌，生命的光景更丰盛了。

赛四四3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有饥渴慕义的心、态度，就会被圣灵浇灌。



结卅九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
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预告圣灵要浇灌以色列家。

珥二28-29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徒二 彼得讲道就引用约珥书的话 — 在这一天约珥书应验，

 如果凡有血气的是普天下的人都被浇灌，事实上没有
 那一天就是信的人被浇灌了

凡有血气的是讲神家里所有的人，凡有 气的是讲神家 所有的 ，

 以色列家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
 而是讲我们这些真正神的选民， 是讲我们这些真正神的选民，

我们回到神的家，都领受圣灵的浇灌

耶稣用圣灵帮我们洗，是什么时候应验的呢？

徒一 耶稣预告不多几日，
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了，

徒二33 就应验了，彼得讲道的时候说：

徒二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徒二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提到一个奇妙的关系 —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徒 所预告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徒一所预告的，

我们要受圣灵的洗
 应验在五旬节这一天，

他们被圣灵的浇灌，也就是圣灵的洗了

多三5-6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
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怜悯…
重生的洗、圣灵的更新，平行的放在一起 —

重生是因为圣灵的更新，我们就被洗干净、就重生了

父神不是自己降下圣灵，是借着耶稣基督 —
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来为众圣徒施洗，圣子从圣父领受圣灵 众 施洗，

四福音的预告就成就了！

结论：结论：

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受圣灵浇灌，

都是一样的 通通在讲一件事情 —都是 样的，通通在讲 件事情
信的人就要受圣灵、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浇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