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圣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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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谈到圣灵，
大部分是临到有任务的人，
大部分是临到有任务的人
不像新约普遍的临到众人。
时间的限制，我们就把最重要、有代表性的，
列在这里一节一节来谈，
 把圣灵充满相关的重要的经文
全部讲、再做归纳，
比较可以成为我们的共识 —
根据圣经的教导来了解圣灵充满
 而不是根据经历来解释圣灵充满

开始播放

旧约最前面三次提到圣灵充满…
出廿八3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作衣服，
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在圣殿、会幕，帮大祭司做衣服的巧匠、或艺术家，
在圣殿
会幕 帮大祭司做衣服的巧匠 或艺术家
不但要有智慧、而且要被神智慧的灵所充满，
 做出来的衣服不但要好看、有美感
来
看 有美感
 而且要分别为圣，因为要执行祭司的职份，
所以要表达神圣
这就不是一般的巧匠，
凭自己的智慧跟巧妙就可以达到的，
还要被神智慧的灵所充满才能够表达，
特别是神圣这方面。

出卅一3 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作各样的工
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
同样是在讲在会幕里面各样敬拜上帝的器具，
被神的灵充满，才能够把这些器具做好，
 不是一般的木匠、工匠，自己的聪明而已
不是 般的木匠、工匠，自己的聪明而已
 还有神的灵给他的聪明，
才能够表达敬拜要达到的效果
出卅五31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聪明 知识 能作各样的工
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作各样的工。
好几章都在讲在圣殿或会幕里
敬拜器具制作的人，
圣 「圣灵充满、被神的灵充满」
圣经「圣灵充满、被神的灵充满」
最早谈到的就是这些艺术家。

拿细耳人
路一15 施洗约翰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πληθω 动词，
神的灵突然充满一个人
神的灵突然充满
个人
路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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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说预言。

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家庭…
灵 满
表现不太一样—
 伊莉莎白被圣灵充满就歌颂神
伊莉莎白被圣灵充满 歌颂神
 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

徒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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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犹太的侨胞从不同的国家回到耶路撒冷来朝圣，
五旬节使徒突然被圣灵充满，
就有特别方言的恩赐 —
能够用没有学过的外国的话来讲道，
 提到十五个地方的犹太人，很可能十五个讲员，
分头在不同的地方大声的布道
 这里圣灵充满的表现，是突然会讲外国的话，
这种方言是人间的方言 — 像美国话、日本话、闽南语
这些犹太人流亡在世界各地，很多已经不会听母语了，
使徒本来也不懂外国的方言，突然就讲起来了，
这是圣灵充满的另外一个表现
这是圣灵充满的另外
个表现 —
突然会讲外国的话、或者别的民族的话。

路四1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但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路四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耶稣在旷野受试探

受试探之前耶稣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这五个字跟前面
「被圣灵充满 πληθω 动词」从中文看是完全
动词」从中文看是完全一样，
样，
 实际上 路四1 是另外一个字 —
希腊文 πληρηs，形容词、满有圣灵
 耶稣的状态是一个「满有圣灵的状态」，
才有这个能力来胜过魔鬼很厉害的试探
这是一个形容词
这是
个形容词 — 耶稣是满有圣灵的人。

关于方言的例子…
1992 苏联解体，一个美国牧师到莫斯科去布道，
苏联解体
个美国牧师到莫斯科去布道
要翻成俄罗斯语，布道会时翻译没有出现，
美
美国牧师突然讲起俄罗斯语，而且很流畅，
突然讲起俄 斯
畅
讲完道就不会讲了、其实他不懂俄罗斯语。
吴勇长老去千里达布道，
那个教会平常有广东话、英语、普通话的崇拜，
吴长老难得来，所以举行联合的聚会…
吴勇长老
吴勇长老本来是讲普通话的，那一天因为广东人比较多，
，
，
突然神给他神迹 — 讲起广东话来了！
他
他从大陆逃难到台湾，曾经有一个月经过香港，
陆逃难到台湾，曾 有 个月 过香港，
而且离开香港几十年、根本已经忘记了。
可是他却从头到尾用广东话讲道，
而讲完那篇道后他又不会讲了。

徒四8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31 祷告完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祷告完了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动词 πληθω
徒六教会的人数已经很多，会照顾比较弱势的，

像孤儿寡妇、提供饭食，
像孤儿寡妇
提供饭食
如果通通去问使徒，使徒会忙的受不了，
所以决定要选七个执事 条件 —
所以决定要选七个执事，条件
徒六3-5 乃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原文 πληρηs 形容词
准确的翻译 — 七个执事的条件是满有圣灵，
不一定是动词 — 突然被充满了
 可能因为很亲近神、是
可能因为很亲近神 是一个敬虔的人
个敬虔的人，
所以渐渐的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


徒十三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

动词，突然就充满保罗
保罗到塞浦路斯岛，
保罗到塞浦路斯岛
旧的圣经翻译成居比路，
有抵 者 来
有抵挡者要来干扰，
扫罗被圣灵充满就瞪着他，
结果行邪术的抵挡者就瞎掉了，不敢再抵挡。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徒十三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动词，希腊文 πληροω
跟前面 πληθω 意思差不多，
突然被充满。
突然被充满

徒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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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司提反布道完殉道，司提反不怕，
被圣灵充满 — 形容词，满有圣灵。
徒九17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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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
扫罗就是保罗，他信主那天被圣灵充满 —
动词，突然一下子就被充满了。
形容词 满有圣灵
形容词，满有圣灵
徒十一24
徒十
24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πληροω 动词，圣灵可以

突然来充满 或渐渐的来充满我们
突然来充满、或渐渐的来充满我们。
弗五18-23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醉 ，
荡；
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看完这 17 处的经文，简单归纳 —
「被圣灵充满」原文有两个形态：
「被圣灵充满」原文有两个形态
 动词，突然就被充满了
 形容词，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比较静态的
形容词 成为 个满有圣灵的人 比较静态的
林道亮院长写过一本小册子
【从灵洗到满有圣灵】，强调我们 —
只期待突然就被 灵充满，
不是只期待突然就被圣灵充满，
也要追求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

结语
1 这是命令 ─ 要
1.

3. 圣灵充满的表现
1) 分别为圣 —

弗五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路一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

淡酒浓酒都不喝。
一个象征，表示分别为圣、专心来跟随神，
跟世俗的享受做一个区别

基本的意思就是很兴奋…
一位老兵常常醉酒闹事，一直不能升官，
位老兵常常醉酒闹事
直不能升官
有一天被领导叫去责备— 你不喝酒，早就当连长了。
老兵醉茫茫的回答 我酒 喝 觉得我已经是大将军了！
老兵醉茫茫的回答：我酒一喝，觉得我已经是大将军了！


醉酒的兴奋是假的，酒醒的时候，兴奋就变成空虚



圣灵充满的兴奋是真的，是类似的现象，但意思不一样

徒六3 选举第
徒六
选举第一批执事，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批执事，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有好名声，也就是不跟世俗同流合污
如果有人讲圣灵充满，却过一个
如果有人讲圣灵充满
却
个
不圣洁的生活，你知道这大有问题
 圣灵是圣洁的、神圣的灵，
洁
神
我们被神的灵充满，
应该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2 被充满，我们是被动的，是要主动的追求，
2.
可是充满不是我们可以操纵的，
只能追求 等候 圣灵是上帝
只能追求、等候，圣灵是上帝，
会用他的方式、他的时间来充满我们

2) 热行布道 — 有强烈的热忱跟负担

来布道，路一16、徒二、十、十一
来布道
3) 大有信心跟勇气
4) 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加五22 23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加五22-23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九个名词其实都是静态的，
 可见圣灵充满不但有动态的一面
 也有满有圣灵这种比较静态的一面
突然被圣灵充满，不表示已经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
提醒我们 — 不
提醒我
不但期待突然被充满，
期待突然被充满，
更要期待在主里面渐渐变成一个满有圣灵的人。

—

5) 说预言 —

不一定是预告未来一些隐密的事情
是
来
密 事情
 说预言做先知，
 主要的意思是「说神要他说的话」
 另外就是很会歌颂神


路一41 伊莉莎白听到马利亚问安，

胎儿在里面跳动，
伊莉莎白被圣灵充满，就高声歌颂神。
6) 满心喜乐 —
徒十三52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被 灵充满。

6) 圣灵充满有些是偶然会有、而不是必然有的，例如：

说方言 — 徒二4 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外国话来了。
他们被圣灵充满 就讲起外国话来了
方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舌音，
舌头快速的抖动，并不是人间的话
速 抖
并 是
 大有能力来行神迹 —
徒十三行法术的以吕马抵挡保罗，
扫罗被充满，行了一个神迹，
眼睛瞪着这个抵挡者，抵挡者就瞎掉了。
 行神迹不一定让人得医治而已
 也可能让人眼睛好的变坏，吓阻仇敌的抵挡


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但是
施洗约翰在
腹里就被圣灵充满
是—
约十41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行神迹是偶然会有，不是必然有的。

2) 要洁净自己、要自洁 —
箴一23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前提就是因为神的责备回转 —
 要离开那些不义的、犯罪的事情
 圣灵是神圣的、是圣洁的，
认罪悔改得到洁净 我们才可以被充满
认罪悔改得到洁净，我们才可以被充满
3) 等候
徒一 耶稣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不多
不多几日就要受圣灵的洗。
就 受圣灵的洗
果然 徒二 他们不但受圣灵的洗，
也同时被圣灵充满。

4. 如何被圣灵充满 — 谁会被充满？
1) 存着虚心跟渴慕的态度，就会被充满

登山宝训 太五3 耶稣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就是知道自己有缺乏的人，
渴望被圣灵充满 — 虚心，就会渴慕
 太五6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有这种渴慕的心，就容易被充满


诗八一10 你们大大张口，

我就给你们充满。
我就给你们充满
开口切求，
神乐意把他的灵来充满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