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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系統神學
聖靈論

第四三課…

聖靈的洗

一、聖靈的洗 — 在新約出現了七次，
前四次都是同 件事情 是施洗約翰講的…
前四次都是同一件事情，是施洗約翰講的…
太三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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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聖靈、靈恩有很多不同的見解、甚至對立，怎麼辦呢？
最安全的方法 — 按照聖經的啟示、好好的查考、歸納…

以後來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祂提鞋也不配
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祂提鞋也不配。
祂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音量、全螢幕

用水施洗 — 施洗約翰的目的是叫他們悔改，
勸
神 罪悔
澡
勸人向神認罪悔改，水只能洗澡
 用聖靈與火施洗 — 耶穌真正把我們的罪洗乾淨，
聖靈才真 把我們的 洗乾淨
聖靈才真正把我們的心洗乾淨，
火是名詞，但這裡是形容聖靈的效果 — 火是比水更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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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8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祂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靈
馬可是比較濃縮、簡短的敘述，
馬可是比較濃縮
簡短的敘述
 真正把我們洗乾淨的是聖靈
 火只是一個形容、一個象徵
火只是 個形容
個象徵
路三16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祂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約一26-33 施洗約翰在施洗的過程，
施洗約翰在施洗的過程

有一位很特別的人來受洗，發生什麼情況呢？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跟馬太、馬可、路加一樣，
跟馬太
馬可 路加 樣
都是在講那一位用聖靈來施洗。

約翰、馬可 — 只講耶穌是用聖靈來施洗，沒有講火
 馬太、路加
馬太 路加 — 都有講火
都有講


到底施洗約翰講的時候有沒有講火？肯定是有的，
馬可是比較簡略的敘述
 約翰有別的目的，講的是神學的重點：
 一開始並沒有講耶穌誕生的細節，主要講
耶
耶穌是神的兒子、道成肉身來到我們中間
神的 子
 另一個重點佔約翰福音 ½ ，
就是受難週的詳細內容
就是受難週的詳細內容，
神的兒子來成為肉身、替我們死


對於聖靈的洗，就講聖靈、沒有講聖靈與火，
 聖靈是必要的因素
 火只是在形容聖靈的大能

保羅做結論…

徒一5 耶穌親自肯定：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果然只有十天 — 五旬節聖靈澆灌下來，離逾越節五十天，
耶穌復活以後有 十天 久向門徒顯現
耶穌復活以後有四十天之久向門徒顯現，
五十天扣掉四十天，差不多將近十天。
徒十 15 16 彼得到義大利軍官哥尼流的家…
徒十一15-16
彼得到義大利軍官哥尼流的家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
降在我們身上 樣。我就想起主的話說：
降在我們身上一樣。我就想起主的話說：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也就是 徒二 五旬節領受聖靈一樣的場景…
 徒二 「聖靈的澆灌」，沒有講聖靈的洗
 徒十一 「聖靈的洗」，五旬節、在哥尼流的家
徒二 雖然沒有用聖靈的洗這個詞句，
但實際上聖靈的澆灌也就是聖靈的洗。

二、受聖靈

林前十二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

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只要信耶穌，不管什麼身份都已經從聖靈受洗了，
只要信耶穌
不管什麼身份都已經從聖靈受洗了
 能夠潔淨、成聖稱義，就是聖靈洗的結果
 聖靈洗了以後，祂住在我們心裡
聖靈洗了以後 祂住在我們心裡 —
 教會就像一個身體，基督是頭、
彼此配搭成為不同的肢體
 我們飲於一位聖靈，聖靈在我們裡面、也在我們中間，
像活水的泉源 讓我們可以不斷的去取用
像活水的泉源，讓我們可以不斷的去取用
聖靈的洗，全部新約聖經就這七次，嚴格說八次 —
徒二 雖沒講聖靈的洗這個詞，但聖靈澆灌、也是聖靈的洗

約廿21-23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說了這話，
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說了這話
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約七37-39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
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說的。
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為
未 著
耶穌受死、復活，得榮耀之前，最後一個逾越節，
耶穌受死
復活 得榮耀之前 最後 個逾越節
預告信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使徒約翰後來親身經歷聖靈澆灌下來
使徒約翰後來親身經歷聖靈澆灌下來，
他就解釋「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就是在講我們要受聖靈 —
 不是接受以後就把祂藏在那裡，是活水的江河
 就像 林前十二 飲於
飲於一位聖靈，
位聖靈
是活水的泉源，可以隨時喝、永遠不渴

耶穌用這種吹氣的儀式，預告不多幾日就要受聖靈了；
現在也有人在吹氣叫人家受聖靈，有問題…
全本聖經只有兩次是吹氣叫人受聖靈 —
 創二 上帝創造亞當時，先造身體，然後吹氣，
他就成為有靈的活人
 第二次就是這裡，耶穌吹氣讓他們受聖靈
受聖靈，是信的人一個屬靈的特權，必然會得著，
不是用吹氣的方式 這是不合適的…
不是用吹氣的方式、這是不合適的
 信耶穌以後已經有聖靈，我們常常
尋求聖靈的引導、追求聖靈的充滿就夠了，
不必再受聖靈，因為信的人已經受聖靈了


徒二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領受所賜的 靈
向神悔改、接受耶穌，就可以受聖靈，
向神悔改
接受耶穌 就可以受聖靈
而不是信了以後再去追求受聖靈。
徒八15-17 彼得、約翰到了撒馬利亞，

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
個人身上
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 他們就受了聖靈。
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有一些撒馬利亞人信主，信的時候卻沒有受聖靈，
有
撒馬利亞人信主 信的時候卻沒有受聖靈
 別的地方都說信就受聖靈
 為什麼這些人信卻沒有受聖靈呢？
有特別的原理…

結語：「聖靈的洗」與「受聖靈」
施洗者：耶穌，是施洗約翰講的 —
「我用水施洗，
耶穌用聖靈與火幫你們施洗。」
 耶穌雖然已經升天，
可是降下聖靈，藉聖靈為我們施洗
 這就是耶穌施洗的方式 —
聖子從聖父領受聖靈，來為聖徒施洗
受洗者：每一位真正信的人
受洗時間 信而受洗
受洗時間：信而受洗
施洗方式：用聖靈與火
施洗目的 讓我們歸 基督的身體
施洗目的：讓我們歸入基督的身體、
擁有聖靈的內住

徒十44-47 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還說這話時，

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身
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
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就是在五旬節那天的一樣情況，
既然已經信了又受聖靈了，
所
所以應該為他們施洗。
為
保羅做結論…
加三2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靈，

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
無論前面七處提到聖靈的洗、
六處提到受聖靈
六處提到受聖靈，
同樣是保羅做結論 — 信的人就受聖靈了。

聖靈的洗、受聖靈，都提到所有信徒，只有一個例外 —
徒八 撒馬利亞的信徒，信的時候卻沒有受聖靈，
撒馬利亞的信徒 信的時候卻沒有受聖靈
好像有矛盾，到底是什麼原理呢？
1. 教會建立的初期，新約都還沒有寫出來，
誰可以來做一個開門的人？
是彼得，耶穌把鑰匙交給彼得，
 徒二 五旬節猶太人受聖靈，是彼得，最重要帶領的人
節
受
 徒八 門徒到撒馬利亞去傳福音，也是彼得開門
 徒十
徒十、十一
十 哥尼流家信主時
哥尼流家信主時，也是彼得來、他們受聖靈
是彼得來 他們受聖靈
剛開始的時候，無論是猶太人、撒馬利亞人、
外邦人，三度都是彼得來開門。
為什麼撒馬利亞這些人信主當時卻沒有受聖靈，
是因為等彼得。

2. 猶太人跟撒馬利亞人已經有幾百年的隔閡了，
 撒馬利亞人跟猶太本地的人有通婚的情況
 猶太人把他們當做不純正、不純潔的 —
不跟他們來往、講話、不吃他們的東西，
已經好幾百年
彼得、約翰是耶路撒冷使徒的代表，
要讓他們親眼看見外邦人已經被上帝接納了，
 為他們按手的時候，就受聖靈
 既然已經受聖靈了跟我們一樣，
然
受聖靈了跟我們 樣
在撒馬利亞、接著後來去哥尼流的家也一樣，
親眼看見就信了 —
 外邦人也是被揀選、被潔淨，已經成為神的兒女
 猶太人跟撒馬利亞人幾百年的隔閡就打破
猶太人跟撒馬利亞人幾百年的隔閡就打破、
他們就合一了

看上下文就可以很清楚，這一批門徒
其實還不算真正的信耶穌，為什麼呢？
十九3 他們只曉得約翰的洗，
是因為他們的師父亞波羅…
徒十八24 26 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是有學問的，
徒十八24-26
有 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是有學問的，

最能講解聖經，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
百基拉、亞居拉聽見，就接他來，
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
徒十九 這些門徒其實就是亞波羅的門徒，

是等保羅來才受聖靈，
 正常的話信耶穌就會受聖靈
 這一批以弗所的門徒根本還不是基督徒，
不是信卻沒有受聖靈，是還沒有真正的信耶穌

3. 唐崇榮牧師【聖靈的洗與恩賜】提到 —
那時候新約還沒有完成，
時 新 還 有完成
要誰來檢驗、來確認呢？就是使徒，
 等使徒彼得、約翰來到現場，
他們來應證、認定，不然就會亂掉了
 教會的誕生不是自己隨便講講的，
彼得、約翰來檢驗、肯定，是很重要的事情
徒十九1-2 保羅來到以弗所；在那裏遇見幾個門徒，

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
問
們
們
時 受了 靈 有 」
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
這樣講就跟前面提到
「信就受聖靈」矛盾了，
這怎麼回事呢？

三、聖靈的澆灌
箴一23 你們當因我的責備回轉，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們。
聽先知的話就回轉歸向神的人，
神的靈要澆灌他們 — 舊約就有這樣的應許。
賽卅二15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

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應許領受聖靈的澆灌 生命的光景更豐盛了
應許領受聖靈的澆灌，生命的光景更豐盛了。
賽四四3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
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
有饑渴慕義的心、態度，就會被聖靈澆灌。

結卅九29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因我已將

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 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預告聖靈要澆灌以色列家。
珥二28-29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
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 在這一天約珥書應驗，
 如果凡有血氣的是普天下的人都被澆灌，事實上沒有
凡有 氣
天下 人都 澆灌 事實 沒有
 那一天就是信的人被澆灌了
凡有血氣的是講神家裡所有的人
凡有血氣的是講神家裡所有的人，
 以色列家不是血統上的猶太人
 而是講我們這些真正神的選民
而是講我們這些真正神的選民，
我們回到神的家，都領受聖靈的澆灌

徒二 彼得講道就引用約珥書的話

多三5-6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是 祂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
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我們得救是因為神的憐憫…
 重生的洗、聖靈的更新，平行的放在一起 —
為聖靈
新 我
乾淨
重生是因為聖靈的更新，我們就被洗乾淨、就重生了
 父神不是自己降下聖靈，是藉著耶穌基督 —
聖子從聖父領受聖靈來為眾聖徒 洗
聖子從聖父領受聖靈來為眾聖徒施洗，
四福音的預告就成就了！
結論：
受聖靈、受聖靈的洗、受聖靈澆灌，
都是一樣的，通通在講一件事情
都是
樣的，通通在講 件事情 —
信的人就要受聖靈、受聖靈的洗、受聖靈的澆灌。

耶穌用聖靈幫我們洗，是什麼時候應驗的呢？
徒一 耶穌預告不多幾日，

你們就要受聖靈的洗了，
徒二33 就應驗了，彼得講道的時候說：
徒二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

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提到一個奇妙的關係 —
 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徒一所預告的，
我們要受聖靈的洗
 應驗在五旬節這一天，
他們被聖靈的澆灌，也就是聖靈的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