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課

認識聖靈與被聖靈充滿

讀經：太二八 19；羅八 9；腓一 19；約七 37~39；徒一 8；約十四 17；弗五 18~20。
壹

認識聖靈的所是：
一 聖靈是神聖三一的第三者，是三一神的終極完成 ── 太二八 19。
太二八 19

父神是源頭，子神是流出，聖靈是三一神對信徒的臨及與進入 ── 林後十三 14。

二

林後十三 14

三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聖靈的稱呼：
1
在舊約時代：
「神的靈」、「耶和華的靈」── 創一 2；代下二十 14。
創一 2
而地變為荒廢空虛，淵面黑暗。神的靈覆罩在水面上。
代下二十 14 那時，耶和華的靈在會中臨到利未人亞薩的子孫，瑪探雅的玄孫，耶利的曾孫，比拿雅的孫
子，撒迦利雅的兒子雅哈悉；

2

在新約時代：「聖靈」、「耶穌的靈」、「基督的靈」、「耶穌基督的靈」、「生命的靈」、「賜生命
的靈」
、
「那靈，the Spirit」── 路一 35；徒十六 7；羅八 9；腓一 19；羅八 2；林前十五 45；
約七 39。
路一 35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兒
子。
徒十六 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試著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羅八 9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你們就不在肉體裏，乃在靈裏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
屬基督的。
腓一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羅八 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林前十五 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魂；」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約七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3

那靈乃是聖靈經過前面所說，祂所是的種種而成的，所以是包羅萬有，終極完成的靈，作三
一神的終極完成，以臨及並進入信入基督的人裏面 ── 約七 39。
約七 39

從略。

貳

經歷聖靈的充滿：
一 我們一信主，就得著聖靈 ── 徒一 8；約十四 17。
徒一 8
約十四 17

二

我們需要天天徹底的禱告並認罪，讓聖靈充滿我們裏面的每一部分 ── 弗五 18~20；徒十三
52。
弗五 18~20
徒十三 52

三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作我的見證人。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與你們同
住，且要在你們裏面。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
歌唱、頌詠，凡事要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裏，時常感謝神與父，
門徒就被喜樂和聖靈充滿。

我們操練呼求主、說主，而被聖靈充滿 ── 羅十二 11；林前十二 3；西三 16。
羅十二 11
林前十二 3
西三 16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所以我要你們知道，在神的靈裏說話的，沒有人說，受咒詛的，耶穌！若不是在聖靈裏，也沒
有人能說，主，耶穌！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裏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
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其他參考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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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入我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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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第八週．第一天
禱讀經節
約二十 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晨興餵養
今天基督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
了解靈最好的路是舉例說明。想想你四周的空氣。空氣到處都是，便利可得。……聖經將靈比做
空氣。事實上，「靈」的希臘原文是紐瑪（pneuma），可翻譯作「氣息」或「風」。在主復活的晚上，
祂來到門徒中間，作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祂向他們吹了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約二十 22）。
祂向門徒吹的那一口聖氣，正是在復活中成為賜生命之靈的主自己。
當基督活在地上時，祂對門徒不是盡然方便接近。祂在加利利，就不能在耶路撒冷。祂受時間空
間的限制，因而不能所有的時間與所有的人同在。然而，基督復活後成了靈。祂是那靈，所以隨時可
與所有的門徒同在。這就是為甚麼在復活後，祂能說祂要與門徒同在，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太二八
20）。今天，我們的基督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祂能住在一切相信祂之人的裏面。
主耶穌基督與我們的靈同在
沒有一件事比呼吸更簡單。一個人可以不懂高深的理論，但只要他是人，就會呼吸。呼吸是最普
遍的本能；任何一種生物都能呼吸。基督使祂自己變得如此方便，叫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並經歷祂。
人好比橡皮輪胎，那靈好比空氣。許多人過著一種「癟胎」的生活；他們癟氣地拖曳在人生的旅
途上。我們所需要的是屬天的氣 ── 賜生命之靈的基督。我們有了祂，行馳就平順暢快，全人充滿
屬天的氣！
那靈又可比喻作電。現代文明社會，幾乎家家戶戶都安裝電。我們需要電來驅動電扇、冰箱、電
話、電鈴、電視、以及其他多種家電用品。若沒有電，我們的生活就瀕於停擺。雖然電這麼方便，電
的源頭卻在遙遠的水力發電廠。神就像河流上游的巨大電廠，滿有大能。為了讓這大能應用到我們身
上，就需要電線傳送電流給我們。成為肉體的基督，成了一個人，帶著祂的人性，如同電線一般；祂
從父神那裏來，在我們人的光景中，將神帶給我們。復活的基督化身為賜生命的靈，如同電流從發電
廠，將強大的電力傳送到我們的家裏。電流將電力轉化為聲、光、熱、和其他家居生活中有用的形態。
同樣，那靈也如同屬天的電流，將神一切的所是應用到我們身上。藉著那靈，我們得著愛、光、真理、
生命、喜樂、能力，和神一切的屬性。我們裏面若沒有那靈，我們的生命就彌漫著黑暗、軟弱和窒息。
但是那靈將三一神應用到我們身上，就叫我們的生命充實，滿了意義。
許多人以為，作基督徒不過是改良行為或變得虔誠。……然而，最需要的事不是外面的良善或虔
誠。若有人只清理電燈或裝飾電視機，而不接上電源，那他是個傻瓜。最重要的，乃是把電器接上電
源。人需要的，不是更大的建築，更神聖的宗教儀式；這些東西不能給人內裏的能力。人所需要的乃
是那靈，因為那靈是神自己在人身上的應用。
當人相信主耶穌，那靈就進到他裏面，並活在他裏面。提後四章 22 節說，主耶穌基督與我們的
靈同在。我們無須到天上去找神，也不必在地上朝聖接觸神。現今最神聖的地方，就在我們的靈裏。
房子安裝了電之後，人所要做的，乃是打開開關。今天，在宇宙中，靈已經「安裝」完成 ── 基督已
經完成了一切的工作；並且成了賜生命的靈，現今無所不在。當我們呼求主名，我們的靈就「打開開
關」，我們就能經歷神一切的所是。
神成了我們的享受
我們可以再用另一個例子來解釋靈的奧秘。有一個夏天，我從市場上買了一個西瓜。這個西瓜很
大。為了把它帶回家，我流了滿身大汗。我的目的是要吃西瓜，消化西瓜。為了這個目的，首先，我
必須先把西瓜切成片。為要更容易吸收西瓜，我再把西瓜切片壓成西瓜汁。大西瓜藉著變成西瓜汁，
成了我的享受。神本來在天上；祂可比喻作這個大的，未切開的西瓜。有一天，祂成為一個人，釘在

十字架上。藉著祂的釘死，祂被「切片」了。但整個過程並未停在這裏；祂死後復活，改變形狀，成
為靈的形態。這就像將西瓜切片壓成西瓜汁。那靈如同西瓜裏的汁液。經過這個過程，神對我們就非
常便利了。今天，我們敬拜的神不是「未切開」的神；祂是一位「經過過程」的神。換言之，祂已經
經過過程，成為賜生命的靈。現今我們不須汗流浹背來接觸祂，因祂對我們已是如此可享，如此便利。
約翰福音記載，在一個最大宗教節期的末日，基督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祂這裏來喝。
然後基督說，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七 37~38）
。基督這話是
指著那靈說的。他們在最大宗教節期的末日還會乾渴，這是一件稀奇的事。事實上，外面宗教的儀式
不能滿足人裏面的乾渴。我們越遵守宗教禮儀，就越乾渴。我們的需要，乃是喝活水。在這裏，那靈
被比喻作「活水的江河」。基督說這話時還沒有活水，因為祂尚未經過死和復活的過程。但祂死而復
活之後，這過程就完成了。那靈的活水現今就在這裏，我們可以白白的暢飲。這活水完全解了我們裏
面的乾渴。（基督是靈和生命，三至九頁）

第八週．第二天
禱讀經節
林前十五 45 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晨興餵養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是神的具體化身，二千年前來到人間。聖經說，「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
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西二 9）。祂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祂比好人、偉人、聖人更高超；
祂乃是神人。
神為著祂所揀選的人，竟成了時間有限的人。首先，祂成了肉身，降世為人，名叫耶穌，祂活出
完全、無罪的生活；然後死在十字架上，以拯救罪人；接著祂又從死裏復活，在復活裏改變形狀，從
肉體變成那靈。那靈就是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天上的父神是人無法接近的，所以祂在子耶穌基督裏成為人，住在人中間；但因數神是在人之血
肉的樣式裏，仍無法進入人裏面。所以藉著子的死與復活，祂的形體從物質的變為屬靈的。基督作為
那靈，意即成為人能吸入之屬靈的氣，就得以進入人裏面。這樣，完整的三一神 ── 父、子、靈，
就臨到了人。
現代人幾乎家家戶戶都用電；雖然電的來源可能在遠方的發電廠，電卻能藉著電線或電纜，臨及
每一個家庭。子基督就是屬天的電線，從父神這神聖的發電廠而來，帶給我們這屬天電流的供應和能
力。電流如何是行動的電，照樣，神的靈也如何是神自己對人的流動並臨及。換言之，那靈將神自己
傳輸給我們，乃是三一神的「流」，給我們應用。
（福音單張〈人生的意義〉，http://www.luke54.net/article/100/1663-know-how-）

第八週．第三天
禱讀經節
路一 35
腓一 19

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
稱為神的兒子。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晨興餵養
聖靈的稱呼
神的靈 ── 在神創造宇宙的事上

舊約裏的每一個故事都與神有關係。第一個故事說到神創造諸天、地和萬物，並且說到祂創造人。
在這故事裏，提到神的靈。創世記一章一節說，
「起初神創造天地。」下一節接著說，
「神的靈覆翼在
水面上。」因此，我們看見在神創造宇宙的事上，那靈乃是神的靈。
耶和華的靈 ── 在神臨及人並眷顧人的事上
神在創造之後，就開始在人身上作工。神在人身上作工時，祂的名是耶和華。在神臨及人並眷顧
人的事上，乃是耶和華的靈（士三 10，六 34，創六 3 上）
。……「耶和華」簡單的意思就是「我是」
。
神曾是，神現在是，神也將永遠是；祂是那偉大的我是。
神告訴摩西，祂的名是「我是那我是」
（出三 14，直譯）
。這意思乃是：
「我總是那該有之事物。」
如果需要光，祂就是光。如果需要生命，祂就是生命。祂是一切。主耶穌親自告訴我們，祂的名是「我
是」（約八 58）。「我是」這名的意思是，那位在人身上作工者，乃是人的一切。祂眷顧人並臨及人。
這是在臨及人並眷顧人之事上的「耶和華」。
「聖靈」── 有分於基督的成肉體，將人聖別歸神（路一 35）。
新約用於那靈的第一個神聖名稱乃是「聖靈」。……「聖靈」最先乃是用於施浸者約翰。這名稱
用於施浸者約翰的成孕，為要引進神在成為肉體裏成為人（路一 13~17）。路加一章十五節論到施浸
者約翰說，「他……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溢了。」替救主的來臨預備道路，需要祂的先鋒施浸者約翰
從母腹裏就被聖靈充溢，使他能將百姓從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別歸神，叫他們為著神的定旨，聖
別歸神。
新約的開始，記載了兩個成孕。一個是施浸者約翰的成孕，另一個是主耶穌的成孕，就是神成為
肉體來作肉體裏的人（路一 30~36，太一 18~20）
。對這兩個成孕，新約都用了「聖靈」這個特別的名
稱。新約用「聖靈」這辭，是由於時代的轉變。為了使神成為人，好叫人能成為神，就需要聖靈。舊
約是表號和預表的時代，而新約是應驗的時候，是實際的時代，在這時代中神藉著從聖靈而生，進到
人性裏成為人（太一 18，20）。
「耶穌的靈」── 有分於耶穌的降生、生活並受苦（徒十六 7）。
在徒十六章七節說到「……耶穌的靈」。那靈的這個名稱是說到在人性裏的耶穌，祂經過了人性
的生活，且死在十字架上。這指明在那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人性元素，以及祂人性
生活並祂受死的元素。
「基督的靈」── 有分於基督的復活與分賜生命（羅八 9）。
「基督的靈」是說到在神性裏的基督，祂征服了死，並成為在復活裏的生命，有復活的能力，指
明在那靈裏有神性的元素，成了征服死並分賜生命的靈（羅八 9 下）。
「耶穌基督的靈」── 有分於耶穌的降生、生活並受死，以及基督的復活與分賜生命，有全備的供
應，使信徒隨事都得蒙拯救（腓一 19）。
「耶穌基督的靈」是說到那靈，包含了耶穌人性同祂的死，並基督神性同祂的復活一切的元素，
這成了追測不盡之基督全備的供應，以扶持祂的信徒（腓一 19 下）。
「生命的靈」
、「賜生命的靈」── 有分於基督作人的生命並賜人生命（羅八 2，林前十五 45）。
基督這位末後的亞當，藉著復活並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以進入信祂的人裏面，如同活水的
江河流出來（林前十五 45 下，啟二一 6，二二 17 下）。……在基督復活之前神就是靈，但不是賜生
命的靈。在基督的死與復活之前，神無法進到人裏面作人的生命。在人與神之間有許多消極的事物成
為障礙。按照我們在創世記所看見的預表，通往神這生命樹的道路，因著神的榮耀、聖別和公義的要
求，而被封閉了。在基督的死滿足這些要求之前，墮落、犯罪、不潔的人完全不能取用生命樹，接受
神作生命。
希伯來十章啟示，基督的死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我們能進入至聖所，有分於神作生命樹
（19~20）
。在祂的死裏，祂滿足了神榮耀、聖別和公義的一切要求；然後在復活裏，祂改變形狀成了

賜生命的靈。這完全是為著神與人之間生機的聯結 ── 在祂的復活裏將神帶進人裏面，並將人帶進
神裏面。今天我們能吃生命樹，並飲生命水，使三一神能從我們最深處如同活水的江河湧流出來。
（那
靈同我們的靈，第二篇）

第八週．第四天
禱讀經節
約七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
著榮耀。

晨興餵養
「那靈」── 那靈乃是聖靈經過前面所說，祂所是的種種而成的，所以是包羅萬有，終極完成的靈，
作三一神終極的表現，以臨及並進入信入基督的人（約七 39）。
約翰福音七章三十九節說，「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
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神的靈從起初就有了（創一 1~2）
，但那靈，就是基督的靈（羅八 9）
，
耶穌基督的靈（腓一 19）
，在主說這話時還沒有，因為祂尚未得著榮耀。耶穌是在復活時得著榮耀的
（路二四 26）
。祂復活後，神的靈就成了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復活之耶穌基督的靈。基督在祂復
活的晚上，已將這靈吹到門徒裏面（約二十 22）
。……當這靈還是神的靈，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
藉著基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並復活，成了耶穌基督的靈，祂就兼有神聖與屬人的元素，帶著基督成
為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的一切素質和實際。因此，祂現今乃是包羅萬有耶穌基督的靈，作了活水給
我們接受。
我們已經看見，當耶穌復活時，祂就得了榮耀。在復活裏，主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末後的亞當，也就是在肉體中的基督，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從此以後，耶穌基督之靈兼有神聖
和屬人的元素，包括基督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的實際。……
我們可用一杯清水，加入許多別的成分作例證。清水經過一個階段，把奶加進去；又經過幾個階
段，分別加進蜂蜜、茶和鹽，最終成了包羅一切的飲料。在清水經過這一切階段以前，還沒有這樣美
妙的飲料，雖然杯中已經有清水。現在，杯中有包羅一切的飲料。照樣，主耶穌在七章三十九節和十
四章十六至十七節所應許的靈，不是那只有神性作內容的靈，乃是有神性、人性、包羅萬有的死、復
活和升天各種元素的靈。如今我們不單有神的靈，也有耶穌基督的靈。乃是這樣一位包羅萬有的靈，
把生命水的河流賜給我們。
有時孩子需要吃藥，智慧的媽媽會將藥藏在飲料中。孩子喝了飲料，就吃了藥。在包羅萬有的靈
裏有藥，這藥就是今天在聖靈裏基督那殺死的死。你越說，「哦，主耶穌，」你就越得著包羅萬有的
靈。幾分鐘後，你就會覺得那靈殺死你的脾氣、驕傲、自私和其他的消極事物。你曾努力照羅馬六章
算自己是死的麼？你若這樣算過，就知道你越算自己死，你就越活。然而，在包羅萬有的靈裏有十字
架的殺死。羅馬六章所說的死，現今包含在羅馬八章所啟示的靈裏。因此這包羅萬有的靈，不斷的將
你放在十字架上，如羅馬八章十三節所說的。基督的死那殺死的功效不僅僅在十字架上，因為若僅僅
在十字架上，對我們就沒有功效了。今天那殺死的功效是在耶穌基督的靈裏。當這位靈在我們裏面運
行時，十字架殺死的功效就滲透我們這人，殺死我們裏面一切消極的元素。不僅如此，在這包羅萬有
的飲料中還有滋養的成分。在這靈裏有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約翰福音生命讀經，第十八篇）

第八週．第五天
禱讀經節
弗五 18
晨興餵養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被充滿。

聖靈充滿的意義
人的靈比人的身體更重要，因此以弗所五章十八節說，「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裏
被充滿。」醉酒是在身體裏被充滿；這裏說，我們不該在身體裏充滿酒，乃該在靈裏被充滿。我們需
要被基督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一 23，三 19）
。今天基督一切的豐富，就在賜生命的靈裏；因此，
在我們的靈裏被充滿，乃是被賜生命的靈充滿。
我們如何能被（聖靈）充滿？乃是藉著徹底的禱告並認罪。……最寶貴的，還是你在百忙中，找
出一段時間，個人跪到主面前去，有一個徹底認罪的禱告。開頭你可以向主說，「主阿，赦免我，雖
然我所有的罪你都赦免了；但得救到今天，我從來沒有這麼一次徹底的認罪，也從未這麼徹底的對付。
今天我願意把我所有的罪，在你面前徹底的承認一次，把我所有的罪都承認出來。求你光照我！」
你禱告時，不要尋求感覺。你要信主的靈與你同在；你不必按著次序，只要照著你裏面所覺得的，
或照著你的記憶，一件一件的向主認罪，直到你再無可認，從感覺、記憶裏都沒有了。然後你應該相
信，就在這時，你靈裏已被三一神終極的完成（那靈）所充滿。從你作基督徒開始，你就應當有一次
這樣徹底的認罪。在醫學上，這相當於為著你的健康，更換你全身的血輪，以除淨你身體裏一切的細
菌和污穢。你們每個人都需要這樣在裏面被聖靈充滿。
聖靈在你裏面有多少充滿，在於你給祂有多少空間。你裏面的空間越多，聖靈充滿得就越多。如
同空氣充滿瓶子有多少，在於瓶子的空間有多少；若是瓶子裏有半瓶土，空氣就只能充滿一半的空間，
但瓶子裏的土倒出來越多，空氣就越充滿。照樣，你越倒出你裏面的罪污，越把裏面的污穢清理掉，
聖靈就越充滿你；隨倒隨充滿。等你把污穢全倒空了，你也就完全被聖靈充滿了。
你不必尋求感覺，只要徹底認罪、禱告。認罪就是倒出你自己，禱告就是接受主。所以認罪加禱
告，就是一呼一吸─呼出罪污，吸入神自己。這就是宣信（A. B. Simpson）的詩歌所說：
「我是呼出我
的愁苦，呼出我罪污；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豐富。」（詩歌二一○首副歌）藉著一直認罪，
我們就不斷呼出我們的髒污，直到裏面的污穢全出去。有呼必定有吸。我們呼出罪，也就吸入神自己。
感謝讚美主，我們雖然還有污穢，但祂是羔羊神，是贖罪的神，帶著血而來。我一呼，罪就出去，我
一吸，神就進來，一點不費工夫。只要我呼出一點罪，就立刻吸入一點神；我認一點罪，祂就來充滿
一點。呼到無罪可再呼時，裏面自然充滿了神。這就是在裏面，被三一神終極完成的賜生命之靈所充
滿。（作主合用的器皿，第七篇）

第八週．第六天
禱讀經節
帖前五 19
羅十二 11

不要銷滅那靈，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事主。

晨興餵養
被聖靈充滿的路
重生得救是一次永遠的，悔改、認罪卻是一生天天都得作的。好比洗手，不是生下來洗過一次就
永遠乾淨，無須再洗，乃要每天多次的洗。好比呼吸，不是因為作過一次深呼吸，就可以不必再呼吸；
乃要不住的呼吸，才能保住性命。呼吸就是我們的禱告，洗手就是我們的認罪；我們要天天被聖靈充
滿，就必須天天禱告、認罪。
維持被聖靈充滿的秘訣
不銷滅那靈
被聖靈充滿後，我們還得作幾件事，以維持聖靈的充滿。首先，我們不可銷滅那靈（帖前五 19）
。
那靈使我們的靈火熱（羅十二 11），並使我們的恩賜如火挑旺（提後一 6）。所以我們不該銷滅祂。

不叫聖靈憂愁
第二，我們不可叫聖靈憂愁（弗四 30）
。叫聖靈憂愁，就是使祂不喜悅，在日常行事中不照著祂
而行（羅八 4）
。我們如何能知道聖靈憂愁？這可從我們的生活得到驗證。你基督徒的生活不喜樂，就
是聖靈在你裏面憂愁的記號。因為聖靈在你裏面憂愁，所以你不喜樂；如果你喜樂了，就指明聖靈在
你裏面也喜樂。有的姊妹見證，她們禱告到一個地步，覺得全人舒爽、輕快，真是喜樂；這就證明聖
靈在她們裏面是喜樂的。所以不要叫聖靈憂愁，就是不要叫你們自己憂愁。
順從聖靈
第三，在積極方面，你們要順從聖靈。彼得在行傳五章說，「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32）。指
明這位聖靈乃是叫人順從的。順從乃是我們享受聖靈的道路和條件。羅馬八章四節也說，我們要「不
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這就是被充滿的路，也是維持自己活在聖靈之充滿裏的條件。我們不僅
要研讀這些經節，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實際的實行。（作主合用的器皿，第十篇）

問

答

一

聖靈在聖經中有那些不同的名稱？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二

甚麼是「那靈」？為甚麼在約七 39，約翰說，「那時還沒有那靈」？

三

如何被聖靈充滿？我們當如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