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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靈充滿

舊約談到聖靈，

大部分是臨到有任務的人，大部分是臨到有任務的人，

不像新約普遍的臨到眾人。

時間的限制，我們就把最重要、有代表性的，

列在這裡一節一節來談，

把聖靈充滿相關的重要的經文

全部講、再做歸納，

比較可以成為我們的共識 —
根據聖經的教導來了解聖靈充滿

而不是根據經歷來解釋聖靈充滿

舊約最前面三次提到聖靈充滿…

出廿八3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充滿的，給亞倫作衣服，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充滿的 給亞倫作衣服

使他分別為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在聖殿 會幕 幫大祭 做衣服的巧匠 或藝術家在聖殿、會幕，幫大祭司做衣服的巧匠、或藝術家，

不但要有智慧、而且要被神智慧的靈所充滿，

做出來的衣服不但要好看、有美感

而且要分別為聖，因為要執行祭司的職份，

所以要表達神聖

這就不是一般的巧匠，

憑自己的智慧跟巧妙就可以達到的，

還要被神智慧的靈所充滿才能夠表達，還要被神智慧的靈所充滿才能夠表達

特別是神聖這方面。

出卅一3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

智慧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作各樣的工。

同樣是在講在會幕裡面各樣敬拜上帝的器具，同樣是在講在會幕裡面各樣敬拜上帝的器具

被神的靈充滿，才能夠把這些器具做好，

不是一般的木匠、工匠，自己的聰明而已不是 般的木匠 工匠 自己的聰明而已

還有神的靈給他的聰明，

才能夠表達敬拜要達到的效果才能夠表達敬拜要達到的效果

出卅五31 又以神的靈充滿了他，

使他有智慧 聰明 知識 能作各樣的使他有智慧、聰明、知識，能作各樣的工。

好幾章都在講在聖殿或會幕裡好幾章都在講在聖殿或會幕裡

敬拜器具製作的人，

聖經「聖靈充滿、被神的靈充滿」聖經 聖靈充滿 被神的靈充滿」

最早談到的就是這些藝術家。



拿細耳人

路一15 施洗約翰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

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滿了。

πληθω動詞，
神的靈突然充滿一個人神的靈突然充滿 個人

路一41 以利沙伯一聽馬利亞問安，

所懷的胎就在腹裏跳動，

以利沙伯且被聖靈充滿。

67 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說預言。

這是一個聖靈充滿的家庭…這是 個聖靈充滿的家庭

表現不太一樣—
伊莉莎白被聖靈充滿就歌頌神伊莉莎白被聖靈充滿就歌頌神

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就說預言

路四1 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

聖靈將他引到曠野。

路四耶穌在曠野受試探路四耶穌在曠野受試探，

受試探之前耶穌被聖靈充滿。

「被聖靈充滿」這五個字跟前面

「被聖靈充滿 πληθω 動詞」從中文看是完全一樣，被聖靈充滿 πληθω 動詞」從中文看是完全 樣

實際上 路四1是另外一個字 —
希臘文 πληρηs，形容詞、滿有聖靈希臘文 πληρηs 形容詞 滿有聖靈

耶穌的狀態是一個「滿有聖靈的狀態」，

才有這個能力來勝過魔鬼很厲害的試探才有這個能力來勝過魔鬼很厲害的試探

這是一個形容詞 — 耶穌是滿有聖靈的人。這是 個形容詞 耶穌是滿有聖靈的人

徒二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猶太的僑胞從不同的國家回到耶路撒冷來朝聖，

五旬節使徒突然被聖靈充滿，

就有特別方言的恩賜 —
能夠用沒有學過的外國的話來講道，

提到十五個地方的猶太人，很可能十五個講員，

分頭在不同的地方大聲的佈道

這裡聖靈充滿的表現，是突然會講外國的話，

這種方言是人間的方言 — 像美國話、日本話、閩南語

這些猶太人流亡在世界各地，很多已經不會聽母語了，這些猶太人流亡在世界各地 很多已經不會聽母語了

使徒本來也不懂外國的方言，突然就講起來了，

這是聖靈充滿的另外一個表現 —這是聖靈充滿的另外一個表現 —
突然會講外國的話、或者別的民族的話。

關於方言的例子…
蘇聯解體 個美國牧師到莫斯科去佈道1992 蘇聯解體，一個美國牧師到莫斯科去佈道，

要翻成俄羅斯語，佈道會時翻譯沒有出現，

然美國牧師突然講起俄羅斯語，而且很流暢，

講完道就不會講了、其實他不懂俄羅斯語。

吳勇長老去千里達佈道，

那個教會平常有廣東話、英語、普通話的崇拜，那 東 崇

吳長老難得來，所以舉行聯合的聚會…
吳勇長老本來是講普通話的，那一天因為廣東人比較多，吳勇長老本來是講普通話的 那 天因為廣東人比較多

突然神給他神蹟 — 講起廣東話來了！

他從大陸逃難到台灣，曾經有一個月經過香港，他從大陸逃難到台灣 曾經有 個月經過香港

而且離開香港幾十年、根本已經忘記了。

可是他卻從頭到尾用廣東話講道，可是他卻從頭到尾用廣東話講道

而講完那篇道後他又不會講了。



徒四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禱告完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放膽講論神的道31 禱告完了，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動詞 πληθω

徒六教會的人數已經很多，會照顧比較弱勢的，

像孤兒寡婦、提供飯食，像孤兒寡婦、提供飯食，

如果通通去問使徒，使徒會忙的受不了，

所以決定要選七個執事，條件所以決定要選七個執事，條件 —
徒六3-5 乃是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原文 πληρηs 形容詞

準確的翻譯 — 七個執事的條件是滿有聖靈，準確的翻譯 七個執事的條件是滿有聖靈

不一定是動詞 — 突然被充滿了

可能因為很親近神、是一個敬虔的人，可能因為很親近神 是 個敬虔的人，

所以漸漸的成為一個滿有聖靈的人

徒七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

邊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司提反佈道完殉道，司提反不怕，司提反佈道完殉道 司提反不怕

被聖靈充滿 — 形容詞，滿有聖靈。

拿 家 身徒九17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

「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 打發我來 叫你能看見 被聖靈充滿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掃羅就是保羅，他信主那天被聖靈充滿 —掃羅就是保羅 他信主那天被聖靈充滿

動詞，突然一下子就被充滿了。

形容詞 滿有聖靈

徒十一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

形容詞，滿有聖靈

徒十 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徒十三9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

保羅到塞浦路斯島

動詞，突然就充滿保羅

保羅到塞浦路斯島，

舊的聖經翻譯成居比路，

有抵擋者要來干擾，

掃羅被聖靈充滿就瞪著他，

結果行邪術的抵擋者就瞎掉了，不敢再抵擋。

徒滿 喜樂 被聖靈充滿徒十三52 門徒滿心喜樂，又被聖靈充滿。

動詞，希臘文 πληροω動詞 希臘文 πληροω
跟前面 πληθω 意思差不多，

突然被充滿。突然被充滿

πληροω 動詞，聖靈可以

突然來充滿 或漸漸的來充滿我們

弗五18-23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突然來充滿、或漸漸的來充滿我們。

弗 要醉酒 酒能使 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看完這 17處的經文，簡單歸納 —
「被聖靈充滿 原文有兩個形態「被聖靈充滿」原文有兩個形態：

動詞，突然就被充滿了

形容詞 成為 個滿有聖靈的人 比較靜態的形容詞，成為一個滿有聖靈的人，比較靜態的

林道亮院長寫過一本小冊子林道亮院長寫過 本小冊子

【從靈洗到滿有聖靈】，強調我們—
不是只期待突然就被聖靈充滿，不是 期待突然就被聖靈充滿

也要追求成為一個滿有聖靈的人。



結語

1 這是命令 要1.這是命令 ─ 要

弗五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基本的意思就是很興奮…
位老兵常常醉酒鬧事 直不能升官一位老兵常常醉酒鬧事，一直不能升官，

有一天被領導叫去責備— 你不喝酒，早就當連長了。

老兵醉茫茫的回答 我酒 喝 覺得我已經是大將軍了！老兵醉茫茫的回答：我酒一喝，覺得我已經是大將軍了！

醉酒的興奮是假的，酒醒的時候，興奮就變成空虛

聖靈充滿的興奮是真的，是類似的現象，但意思不一樣

2 被充滿，我們是被動的，是要主動的追求，2. 被充滿 我們是被動的 是要主動的追求

可是充滿不是我們可以操縱的，

只能追求、等候，聖靈是上帝，只能追求 等候，聖靈是上帝，

會用祂的方式、祂的時間來充滿我們

3. 聖靈充滿的表現

1) 分別為聖 —
路一施洗約翰在母腹裡面就被聖靈充滿，

淡酒濃酒都不喝。

一個象徵，表示分別為聖、專心來跟隨神，

跟世俗的享受做一個區別

徒六3選舉第一批執事，他們是被聖靈充滿的人—徒六 選舉第 批執事 他們是被聖靈充滿的人

有好名聲，也就是不跟世俗同流合汙

如果有人講聖靈充滿，卻過一個

不聖潔的生活，你知道這大有問題

聖靈是聖潔的、神聖的靈，

我們被神的靈充滿，

應該是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2) 熱行佈道 —有強烈的熱忱跟負擔

來佈道來佈道，路一16、徒二、十、十一

3)大有信心跟勇氣

4)會結出聖靈的果子

加五22 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加五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九個名詞其實都是靜態的，

可見聖靈充滿不但有動態的一面

也有滿有聖靈這種比較靜態的一面有滿有 靜態

突然被聖靈充滿，不表示已經是一個滿有聖靈的人，

提醒我們—不但期待突然被充滿，提醒我們 不但期待突然被充滿

更要期待在主裡面漸漸變成一個滿有聖靈的人。

5) 說預言 —
不一定是預告未來一些隱密的事情

說預言做先知，

主要的意思是「說神要他說的話」

另外就是很會歌頌神

路一41 伊莉莎白聽到馬利亞問安，

胎兒在裡面跳動，胎兒在裡面跳動

伊莉莎白被聖靈充滿，就高聲歌頌神。

6) 滿心喜樂 —

徒十三52 門徒滿心喜樂，

又被聖靈充滿。被聖靈充滿



6) 聖靈充滿有些是偶然會有、而不是必然有的，例如：

說方言 充 就 外國話來說方言 — 徒二4 他們被聖靈充滿，就講起外國話來了。

方言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舌音，

舌頭快速的抖動，並不是人間的話

大有能力來行神蹟 —
徒十三行法術的以呂馬抵擋保羅，

掃羅被充滿，行了一個神蹟，

眼睛瞪著這個抵擋者，抵擋者就瞎掉了。

行神蹟不一定讓人得醫治而已

也可能讓人眼睛好的變壞，嚇阻仇敵的抵擋

施洗約翰在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但是—
約十41 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

行神蹟是偶然會有，不是必然有的。

4. 如何被聖靈充滿 — 誰會被充滿？

1)存著虛心跟渴慕的態度，就會被充滿

登山寶訓 太五3 耶穌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虛心就是知道自己有缺乏的人，

渴望被聖靈充滿 — 虛心，就會渴慕

 太五6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有這種渴慕的心，就容易被充滿

詩八一10 你們大大張口，

我就給你們充滿我就給你們充滿。

開口切求，

神樂意把祂的靈來充滿我們。

2)要潔淨自己、要自潔 —

箴一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將我的話指示你們。

前提就是因為神的責備回轉 —
要離開那些不義的、犯罪的事情要離開那些不義的 犯罪的事情

聖靈是神聖的、是聖潔的，

認罪悔改得到潔淨，我們才可以被充滿認罪悔改得到潔淨，我們才可以被充滿

3) 等候

徒一耶穌吩咐門徒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洗不多幾日就要受聖靈的洗。

果然 徒二他們不但受聖靈的洗，果然 徒二他們不但受聖靈的洗

也同時被聖靈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