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

五旬节来了
第三课…

五旬节来了

使徒行传第二章1-13

─ 使徒们都等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
果真 按照父所应许的 ─五旬节的时候
果真，按照父所应许的
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在
门徒聚在一处
处，
路加描述了外在的现象…

第一章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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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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祷告，
然后圣灵降临，
然后圣灵降临
路加从外在的现象所记录下的情境。

开始播放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犹太人一年有七大节期，
当以色列人被掳、被分散之后，
年满二十岁的男丁，
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守节。
第一次守节包含逾越节…
 逾越节里包含了除酵节，除酵节中有一天是初熟节 ─
献上初熟禾捆祭物的第二天 是 个安息日的次日
献上初熟禾捆祭物的第二天，是一个安息日的次日
 五旬节就是从初熟节算起七七、四十九天，
也是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又称作七七节、收割节
以农业社会的背景，从初熟到收割有七七四十九天，
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从所居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守节。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五旬节在旧约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都有提到，
命
利未记提醒，这个节日一定是安息日 (礼拜六)的次日，
一定是一个主日 ─ 第一世纪以前没有这个名词；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现在所说的主日。
利廿三16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一般献素祭都是用无酵饼
般献素祭都是用无酵饼
薄薄的饼，就像饼干一样
 五旬节所献的新素祭要加酵而献
旬节所献的新素祭要加酵 献
神国的能力像面酵一样，会让全团发起来
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等候圣灵，

圣灵降临了 ─
这一天是教会的生日，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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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 ‧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门徒聚在一处，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有哪些外地归来的乡谈呢？
举出了十五个地区的归国的犹侨…
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拦人，
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家、本都、
亚细亚、弗吕家、旁非利亚、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
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
，克 特和阿拉伯 ，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二9-11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 响，众人都来聚集，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

二5-6

这些旁观的见证人，是从天下各国回来在守节的…
这些旁观的见证人
是从天 各国回来在守节的
门徒都是加利利的渔夫 ─ 比较是乡下人；
 以色列选民所通用的语文，是亚兰文
是
 一般世界当中所用的语言，是希腊文
这些只会用亚兰语讲话、乡下的加利利人，
竟然会用希腊文、或是犹侨的乡谈，
来谈论上帝的大作为！

后来使徒们出去四处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地名都会出现。
后来使徒们出去四处传福音的时候
这些地名都会出现
这些海外的犹侨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听见 群乡下的加利利人 没有出过国
听见一群乡下的加利利人，没有出过国，
却用他们所侨居海外当地的乡谈，来讲述上帝的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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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 ‧被圣灵充满

很典型的，这就是所谓方言…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是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
是第一次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是可以听得懂的话 ─
听众被震撼到了
 说的人没有学过这种语言 ─听众被震撼到了
 他们没有学过、怎么会懂呢？
而且还听懂了他们所讲的内容，是上帝的大作为
现在教会当中，我们会求灵恩现象 ─
要从圣灵得着能力、追求方言。
得着能
求方言
圣经这里所提到的方言，是所谓别国的话，
 为来见证上帝的大作为
 使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被劝服
 指着别国的话、是圣灵所赐下来的

─ 保罗也提到方言，比较所强调的是
保罗也提到方言 比较所强调的是祷告…
两种祷告 ─ 悟性的祷告、灵的祷告
两种敬拜
敬拜 ─ 灵歌唱、悟性歌唱
圣灵在人的里面用超越悟性的方式，
赐下祷告的话语、赐下敬拜的音乐。

圣经中，可以归纳出有三种方言 ─
1.

─ 在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用途是造就自己；
是
是一种灵的祷告
种灵的祷告、方言的祷告，不需要翻译
方言的祷告 不需要翻译
 敬拜中，或上帝托付给我们代祷的时候，
很多人事物超越我们悟性所能够认知，
很多人事物超越我们悟性所能够认知
上帝的灵会赐给我们新方言，
 马可福音十六章 ─ 信的人能够说新方言
 西番雅书 ─ 祷告的、洁净的言语，可以来求告上帝的

林前十四章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 ‧被圣灵充满

2. 需要翻译出来，是造就教会
造就教 的
─ 保罗所教导，教会敬拜中应有的次序：
 有人有方言的恩赐，讲述神的信息用方言来讲论，
是
使 者
性，
得
这是超越使用者的悟性，他不见得明白
 造就教会的方言，上帝就赐下翻方言的恩赐，
能够把它翻译出来，使听的人能够明白
能够把它翻译出来，使听的
能够明白
林前十四章

3. 居住在外邦的犹太人，
亚兰文不流利了 不见得懂得本国的语言
亚兰文不流利了、不见得懂得本国的语言，
他们侨居外地的乡谈，被土生土长的加利利人讲出来了，
对他们而言，这也是一种方言；
 这个方言不用翻译，因为听的人能够明白
 说的人不见得能够明白，因为没有学过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 ‧被圣灵充满

在这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有非常多预备 ─
 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补满了所缺失那个同工的位分
 整整齐齐地预备好等候圣灵的降临
而这时圣灵降临，表面的现象是有所谓说方言…
我们现在教会当中 有的时候会有所误解 ─
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会有所误解
去追求那个表面现象，而不是等候父所应许的。
上帝本来的心意，就是 ─
 信的人都能够从一位圣灵受洗 ─ 林前十三章
 彼得讲道 ─ 怎样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呢？
所以是会继续下去的，
而不是要去追求方言的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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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会看到 ─ 是圣灵所赐下来这样的恩赐，
所
他们能够用圣灵所赐 ─别国的口才来述说上帝的大作为；
以致于听的人非常惊讶、希奇，
 外在的现象描述 ─
一阵大风吹过、有响声，有舌头如火焰显现
 最希奇的就是 ─听见这些人，
讲述着上帝的大作为、用他们自己的乡谈
二13

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这是他们的猜疑、困惑…
这些方言讲的东西，是理性上不可能了解的
方言
性上
─
怎么可能这些人会用我们的乡谈，讲述神的大作为
大作为呢
呢？
这是第一回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表面所看见的。
所看见的。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我们可以查考一下，圣经当中、特别使徒行传 ─
是谁被圣灵充满？有一些表面什么样的状况…
 第二章 ─ 有外显型的 ─ 能够说方言，
本来没有学过的外国话 讲说神的大作为
本来没有学过的外国话，讲说神的大作为
 第四章 ─ 彼得被圣灵充满，使他大有胆量，
在被捉拿、审判的时候，大有胆量地讲道、答辩，
在被捉拿
审判的时候 大有胆量地讲道 答辩
没有说方言
 第九章
第 章 ─ 扫罗被上帝触摸变成保罗，
扫罗被上帝触摸变成保罗
他被圣灵充满，没有记载他说方言
亚拿尼亚为保罗
拿尼 为保罗按手祷告，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
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
鳞片掉下来
圣经中提到的被圣灵充满，
并不像我们所想象 ─ 一定是有整齐划一、一致的表现…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 巴拿巴被圣灵充满，
 没有讲过巴拿巴有什么外显型的恩赐
 比较描述巴拿巴被圣灵充满，
讲到他是个好人 大有信心
讲到他是个好人、大有信心，
比较描述他的品格性的

十一章

圣灵的工作
 不是那么整齐划
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统一性的作为
、统 性的作为
 是非常丰富活泼的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有不同的外显型的表象
当我们渴慕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不是去追求外显型 外在的现象
不是去追求外显型、外在的现象。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原文圣经 ─ 圣灵「充满」有两组字，
用「强壮码」Strong Number ─ 原文圣经字根编号查询
 外显型的充满，希腊文编号 4130、发音 pletho
外显型、富有能力的圣灵充满
 编号 4134、发音 pleres、形容词、内住型的圣灵充满
比较柔和的，在人的内在当中，
使人的生命力、品格被造就，非常地丰满
 编号 4137、发音 pleroo、动词、内住型的充满，
在我们内里面有丰满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我们的品格、生命，成熟、圆润
不要只一味追求外显型、外在、能力型的圣灵充满；
让我们更加的渴慕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更加的渴慕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丰富、满有耶稣的荣美。

‧五旬节 ‧旁观的见证人‧圣灵所赐的口才‧被圣灵充满

我们会讨论到一些圣灵特别的工作，让人发生疑问…
 有些人就是笑、笑个不停，好像笑才有圣灵充满
 有些人会吐，把生命中污秽都吐出去了，才有圣灵充满

有时造成教会同工之间的猜疑跟混乱。
这有点本末倒置了…是圣灵的作为先来，
然后在我们身上或群体当中，产生某些果效；
然后在我们身上或群体当中
产生某些果效；
千万不是只是追求外在的现象，
好像追求外在的现象 来换取圣灵的充满
好像追求外在的现象、来换取圣灵的充满，
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圣灵是圣洁的灵，他有主权，在信徒群体当中 ─
按照我们所需要、所缺乏的，他凭己意来运行，
将他一些外显型的恩赐赐给我们。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当你去，照你所应许的 ─
你真的差了圣灵保惠师来 不偏待人的
你真的差了圣灵保惠师来，不偏待人的，
就是住在人的里面、浇灌在我们的当中，
照着我们里面渴慕的、你要给我们充满！

祷告

我们要、我们渴望…
不论是内住的 或是外显的圣灵的充满
不论是内住的、或是外显的圣灵的充满，
主啊，我们就是要向你大大地张口，
帮助我们活出平衡的基督徒的生命，
帮助我们活出平衡的基督徒的生命

有外在恩赐的能力，
更渴望有内在圣灵的果子
更渴望有内在圣灵的果子，
使我们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可以荣耀耶稣的教诲。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