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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來了五旬節來了 使徒行傳第二章1-13

第一章 ─ 使徒們都等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果真，按照父所應許的 ─ 五旬節的時候，門徒聚在一處，

路加描述了外在的現象…

五旬節的時候，門徒們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禱告，

然後聖靈降臨，

路加從外在的現象所記錄下的情境。

二2-4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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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旬節‧旁觀的見證人 ‧聖靈所賜的口才 ‧被聖靈充滿

猶太人一年有七大節期，

當以色列人被擄、被分散之後，

年滿二十歲的男丁，

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守節。

第一次守節包含逾越節…

逾越節裡包含了除酵節，除酵節中有一天是初熟節 ─

獻上初熟禾捆祭物的第二天，是一個安息日的次日

五旬節就是從初熟節算起七七、四十九天，

也是一個安息日的次日，又稱作七七節、收割節

以農業社會的背景，從初熟到收割有七七四十九天，

五旬節的時候，猶太人都從所居住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守節。

‧五旬節‧旁觀的見證人 ‧聖靈所賜的口才 ‧被聖靈充滿

五旬節在舊約出埃及記、利未記、申命記都有提到，

利未記提醒，這個節日一定是安息日 (禮拜六) 的次日，

一定是一個主日─ 第一世紀以前沒有這個名詞；

耶穌基督的復活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現在所說的主日。

利廿三16 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

一般獻素祭都是用無酵餅

薄薄的餅，就像餅乾一樣

五旬節所獻的新素祭要加酵而獻

神國的能力像麵酵一樣，會讓全團發起來

五旬節的時候門徒們等候聖靈，

聖靈降臨了 ─

這一天是教會的生日，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日子。



‧五旬節‧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 ‧被聖靈充滿

門徒聚在一處，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二5-6 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

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

各人聽見門徒用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這些旁觀的見證人，是從天下各國回來在守節的…
門徒都是加利利的漁夫 ─ 比較是鄉下人；

以色列選民所通用的語文，是亞蘭文

一般世界當中所用的語言，是希臘文

這些只會用亞蘭語講話、鄉下的加利利人，

竟然會用希臘文、或是猶僑的鄉談，

來談論上帝的大作為！

‧五旬節‧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 ‧被聖靈充滿

有哪些外地歸來的鄉談呢？

舉出了十五個地區的歸國的猶僑…

後來使徒們出去四處傳福音的時候，這些地名都會出現。

這些海外的猶僑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聽見一群鄉下的加利利人，沒有出過國，

卻用他們所僑居海外當地的鄉談，來講述上帝的大作為。

二9-11 我們帕提亞人、米底亞人、以攔人，

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帕多家、本都、

亞細亞、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

並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亞一帶地方的人，

從羅馬來的客旅中，或是猶太人，

或是進猶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

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很典型的，這就是所謂方言…
是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了別國的話，

是第一次聖經當中所記載的，是可以聽得懂的話 ─

說的人沒有學過這種語言 ─ 聽眾被震撼到了

他們沒有學過、怎麼會懂呢？

而且還聽懂了他們所講的內容，是上帝的大作為

現在教會當中，我們會求靈恩現象 ─

要從聖靈得著能力、追求方言。

聖經這裡所提到的方言，是所謂別國的話，

為來見證上帝的大作為

使這些不信的人他們被勸服

指著別國的話、是聖靈所賜下來的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 保羅也提到方言，比較所強調的是禱告…

聖經中，可以歸納出有三種方言─

1. 林前十四章 ─ 在靈裡講說各樣的奧祕，用途是造就自己；

是一種靈的禱告、方言的禱告，不需要翻譯

敬拜中，或上帝託付給我們代禱的時候，

很多人事物超越我們悟性所能夠認知，

上帝的靈會賜給我們新方言，

馬可福音十六章 ─ 信的人能夠說新方言

西番雅書 ─ 禱告的、潔淨的言語，可以來求告上帝的

兩種禱告 ─ 悟性的禱告、靈的禱告

兩種敬拜 ─ 靈歌唱、悟性歌唱

聖靈在人的裡面用超越悟性的方式，

賜下禱告的話語、賜下敬拜的音樂。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3. 居住在外邦的猶太人，

亞蘭文不流利了、不見得懂得本國的語言，

他們僑居外地的鄉談，被土生土長的加利利人講出來了，

2. 需要翻譯出來，是造就教會的

林前十四章 ─ 保羅所教導，教會敬拜中應有的次序：

有人有方言的恩賜，講述神的信息用方言來講論，

這是超越使用者的悟性，他不見得明白

造就教會的方言，上帝就賜下翻方言的恩賜，

能夠把它翻譯出來，使聽的人能夠明白

對他們而言，這也是一種方言；

這個方言不用翻譯，因為聽的人能夠明白

說的人不見得能夠明白，因為沒有學過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這裡會看到 ─ 是聖靈所賜下來這樣的恩賜，

他們能夠用聖靈所賜 ─ 別國的口才來述說上帝的大作為；

以致於聽的人非常驚訝、希奇，

外在的現象描述 ─

一陣大風吹過、有響聲，有舌頭如火焰顯現

最希奇的就是 ─ 聽見這些人，

講述著上帝的大作為、用他們自己的鄉談

二13 還有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

這是他們的猜疑、困惑…
這些方言講的東西，是理性上不可能瞭解的 ─

怎麼可能這些人會用我們的鄉談，講述神的大作為大作為呢？呢？

這是第一回合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表面所看見的。所看見的。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在這一次五旬節聖靈降臨，有非常多預備 ─

他們同心合意的禱告

補滿了所缺失那個同工的位分

整整齊齊地預備好等候聖靈的降臨

而這時聖靈降臨，表面的現象是有所謂說方言…

我們現在教會當中，有的時候會有所誤解 ─

去追求那個表面現象，而不是等候父所應許的。

上帝本來的心意，就是 ─

信的人都能夠從一位聖靈受洗 ─ 林前十三章

彼得講道 ─ 怎樣能夠領受所賜的聖靈呢？

所以是會繼續下去的，

而不是要去追求方言的表面現象。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 ‧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我們可以查考一下，聖經當中、特別使徒行傳 ─

是誰被聖靈充滿？有一些表面什麼樣的狀況…

聖經中提到的被聖靈充滿，

並不像我們所想像 ─ 一定是有整齊劃一、一致的表現…

第二章 ─ 有外顯型的 ─ 能夠說方言，

本來沒有學過的外國話，講說神的大作為

第四章 ─ 彼得被聖靈充滿，使他大有膽量，

在被捉拿、審判的時候，大有膽量地講道、答辯，

沒有說方言

第九章 ─ 掃羅被上帝觸摸變成保羅，

他被聖靈充滿，沒有記載他說方言

亞拿尼亞為保羅按手禱告，眼睛上好像有鱗片掉下來鱗片掉下來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 ‧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十一章 ─ 巴拿巴被聖靈充滿，

沒有講過巴拿巴有什麼外顯型的恩賜

比較描述巴拿巴被聖靈充滿，

講到他是個好人、大有信心，

比較描述他的品格性的

聖靈的工作
不是那麼整齊劃一、統一性的作為

是非常豐富活潑的顯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有不同的外顯型的表象

當我們渴慕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不是去追求外顯型、外在的現象。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 ‧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我們會討論到一些聖靈特別的工作，讓人發生疑問…
有些人就是笑、笑個不停，好像笑才有聖靈充滿

有些人會吐，把生命中污穢都吐出去了，才有聖靈充滿

有時造成教會同工之間的猜疑跟混亂。

這有點本末倒置了…是聖靈的作為先來，

然後在我們身上或群體當中，產生某些果效；

千萬不是只是追求外在的現象，

好像追求外在的現象、來換取聖靈的充滿，

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聖靈是聖潔的靈，祂有主權，在信徒群體當中 ─

按照我們所需要、所缺乏的，祂憑己意來運行，

將祂一些外顯型的恩賜賜給我們。

‧五旬節 ‧旁觀的見證人 ‧聖靈所賜的口才‧被聖靈充滿

原文聖經 ─ 聖靈「充滿」有兩組字，

用「強壯碼」Strong Number ─ 原文聖經字根編號查詢

外顯型的充滿，希臘文編號 4130、發音 pletho
外顯型、富有能力的聖靈充滿

編號 4134、發音 pleres、形容詞、內住型的聖靈充滿

比較柔和的，在人的內在當中，

使人的生命力、品格被造就，非常地豐滿

編號 4137、發音 pleroo、動詞、內住型的充滿，

在我們內裡面有豐滿的、聖靈所結的果子，

我們的品格、生命，成熟、圓潤

不要只一味追求外顯型、外在、能力型的聖靈充滿；

讓我們更加的渴慕聖靈內住在我們的裡面，

使我們的生命豐富、滿有耶穌的榮美。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當你去，照你所應許的 ─

你真的差了聖靈保惠師來，不偏待人的，

就是住在人的裡面、澆灌在我們的當中，

照著我們裡面渴慕的、你要給我們充滿！

我們要、我們渴望…
不論是內住的、或是外顯的聖靈的充滿，

主啊，我們就是要向你大大地張口，

幫助我們活出平衡的基督徒的生命，

有外在恩賜的能力，

更渴望有內在聖靈的果子，
使我們是一個平衡的基督徒，可以榮耀耶穌的教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