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课

认识圣灵与被圣灵充满

读经：太二八 19；罗八 9；腓一 19；约七 37~39；徒一 8；约十四 17；弗五 18~20。
壹

认识圣灵的所是：
一 圣灵是神圣三一的第三者，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 太二八 19。
太二八 19

父神是源头，子神是流出，圣灵是三一神对信徒的临及与进入 ── 林后十三 14。

二

林后十三 14

三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圣灵的称呼：
１ 在旧约时代：“神的灵”、“耶和华的灵” ── 创一 2；代下二十 14。
创一 2
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神的灵覆罩在水面上。
代下二十 14 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萨的子孙，玛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
撒迦利雅的儿子雅哈悉；

２

在新约时代：
“圣灵”、
“耶稣的灵”、
“基督的灵”、
“耶稣基督的灵”、
“生命的灵”、
“赐生命的
灵”、
“那灵，the Spirit” ── 路一 35；徒十六 7；罗八 9；腓一 19；罗八 2；林前十五 45；
约七 39。
路一 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
子。
徒十六 7
到了每西亚的边界，他们试着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罗八 9
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
属基督的。
腓一 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罗八 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林前十五 45 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约七 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３

那灵乃是圣灵经过前面所说，祂所是的种种而成的，所以是包罗万有、终极完成的灵，作三
一神的终极完成，以临及并进入信入基督的人里面 ── 约七 39。
约七 39

從略。

贰

经历圣灵的充满：
一 我们一信主，就得着圣灵 ── 徒一 8；约十四 17。
徒一 8
约十四 17

二

我们需要天天彻底的祷告并认罪，让圣灵充满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 ── 弗五 18~20；徒十三
52。
弗五 18~20
徒十三 52

三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人。
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你们却认识祂，因祂与你们同
住，且要在你们里面。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
唱、颂咏，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
门徒就被喜乐和圣灵充满。

我们操练呼求主、说主，而被圣灵充满 ── 罗十二 11；林前十二 3；西三 16。
罗十二 11
林前十二 3
西三 16

其他参考经节：
约七 37~39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在神的灵里说话的，没有人说，受咒诅的，耶稣！若不是在圣灵里，也没有
人能说，主，耶稣！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教导，互相
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
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第八周．第一天
祷读经节
约二十 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晨兴喂养
今天基督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了解灵最好的路是举例说明。想想你四周的空气。空气到处都是，便利可得。……圣经将灵比做
空气。事实上，
“灵”的希腊原文是纽玛（pneuma），可翻译作“气息”或“风”。在主复活的晚上，祂
来到门徒中间，作了一件非常奇特的事。祂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二十 22）。祂
向门徒吹的那一口圣气，正是在复活中成为赐生命之灵的主自己。
当基督活在地上时，祂对门徒不是尽然方便接近。祂在加利利，就不能在耶路撒冷。祂受时间空
间的限制，因而不能所有的时间与所有的人同在。然而，基督复活后成了灵。祂是那灵，所以随时可
与所有的门徒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在复活后，祂能说祂要与门徒同在，
“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太二八
20）。今天，我们的基督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祂能住在一切相信祂之人的里面。
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灵同在
没有一件事比呼吸更简单。一个人可以不懂高深的理论，但只要他是人，就会呼吸。呼吸是最普
遍的本能；任何一种生物都能呼吸。基督使祂自己变得如此方便，叫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并经历祂。
人好比橡皮轮胎，那灵好比空气。许多人过着一种“瘪胎”的生活；他们瘪气地拖曳在人生的旅
途上。我们所需要的是属天的气 —— 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我们有了祂，行驰就平顺畅快，全人充满
属天的气！
那灵又可比喻作电。现代文明社会，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电。我们需要电来驱动电扇、冰箱、电
话、电铃、电视、以及其他多种家电用品。若没有电，我们的生活就濒于停摆。虽然电这么方便，电
的源头却在遥远的水力发电厂。神就像河流上游的巨大电厂，满有大能。为了让这大能应用到我们身
上，就需要电线传送电流给我们。成为肉体的基督，成了一个人，带着祂的人性，如同电线一般；祂
从父神那里来，在我们人的光景中，将神带给我们。复活的基督化身为赐生命的灵，如同电流从发电
厂，将强大的电力传送到我们的家里。电流将电力转化为声、光、热、和其他家居生活中有用的形态。
同样，那灵也如同属天的电流，将神一切的所是应用到我们身上。借着那灵，我们得着爱、光、真理、
生命、喜乐、能力，和神一切的属性。我们里面若没有那灵，我们的生命就弥漫着黑暗、软弱和窒息。
但是那灵将三一神应用到我们身上，就叫我们的生命充实，满了意义。
许多人以为，作基督徒不过是改良行为或变得虔诚。……然而，最需要的事不是外面的良善或虔
诚。若有人只清理电灯或装饰电视机，而不接上电源，那他是个傻瓜。最重要的，乃是把电器接上电
源。人需要的，不是更大的建筑，更神圣的宗教仪式；这些东西不能给人内里的能力。人所需要的乃
是那灵，因为那灵是神自己在人身上的应用。
当人相信主耶稣，那灵就进到他里面，并活在他里面。提后四章 22 节说，主耶稣基督与我们的灵
同在。我们无须到天上去找神，也不必在地上朝圣接触神。现今最神圣的地方，就在我们的灵里。房
子安装了电之后，人所要做的，乃是打开开关。今天，在宇宙中，灵已经“安装”完成 ── 基督已
经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现今无所不在。当我们呼求主名，我们的灵就“打开开
关”，我们就能经历神一切的所是。
神成了我们的享受
我们可以再用另一个例子来解释灵的奥秘。有一个夏天，我从市场上买了一个西瓜。这个西瓜很
大。为了把它带回家，我流了满身大汗。我的目的是要吃西瓜，消化西瓜。为了这个目的，首先，我
必须先把西瓜切成片。为要更容易吸收西瓜，我再把西瓜切片压成西瓜汁。大西瓜借着变成西瓜汁，
成了我的享受。神本来在天上；祂可比喻作这个大的，未切开的西瓜。有一天，祂成为一个人，钉在

十字架上。借着祂的钉死，祂被“切片”了。但整个过程并未停在这里；祂死后复活，改变形状，成
为灵的形态。这就像将西瓜切片压成西瓜汁。那灵如同西瓜里的汁液。经过这个过程，神对我们就非
常便利了。今天，我们敬拜的神不是“未切开”的神；祂是一位“经过过程”的神。换言之，祂已经
经过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现今我们不须汗流浃背来接触祂，因祂对我们已是如此可享，如此便利。
约翰福音记载，在一个最大宗教节期的末日，基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祂这里来喝。
然后基督说，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七 37~38）。基督这话是
指着那灵说的。他们在最大宗教节期的末日还会干渴，这是一件希奇的事。事实上，外面宗教的仪式
不能满足人里面的干渴。我们越遵守宗教礼仪，就越干渴。我们的需要，乃是喝活水。在这里，那灵
被比喻作“活水的江河”。基督说这话时还没有活水，因为祂尚未经过死和复活的过程。但祂死而复活
之后，这过程就完成了。那灵的活水现今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白白的畅饮。这活水完全解了我们里面
的干渴。（基督是灵和生命，三至九页）

第八周．第二天
祷读经节
林前十五 45 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晨兴喂养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二千年前来到人间。圣经说，
“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
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二 9）。祂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祂比好人、伟人、圣人更高超；祂
乃是神人。
神为着祂所拣选的人，竟成了时间有限的人。首先，祂成了肉身，降世为人，名叫耶稣，祂活出
完全、无罪的生活；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以拯救罪人；接着祂又从死里复活，在复活里改变形状，从
肉体变成那灵。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天上的父神是人无法接近的，所以祂在子耶稣基督里成为人，住在人中间；但因子神是在人之血
肉的样式里，仍无法进入人里面。所以借着子的死与复活，祂的形体从物质的变为属灵的。基督作为
那灵，意即成为人能吸入之属灵的气，就得以进入人里面。这样，完整的三一神─父、子、灵，就临
到了人。
现代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用电；虽然电的来源可能在远方的发电厂，电却能借着电线或电缆，临及
每一个家庭。子基督就是属天的电线，从父神这神圣的发电厂而来，带给我们这属天电流的供应和能
力。电流如何是行动的电，照样，神的灵也如何是神自己对人的流动并临及。换言之，那灵将神自己
传输给我们，乃是三一神的“流”，给我们应用。
（福音单张〈人生的意义〉，http://www.luke54.net/article/100/1663-know-how-）

第八周．第三天
祷读经节
路一 35
腓一 19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
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晨兴喂养
圣灵的称呼
神的灵 ── 在神创造宇宙的事上

旧约里的每一个故事都与神有关系。第一个故事说到神创造诸天、地和万物，并且说到祂创造人。
在这故事里，提到神的灵。创世记一章一节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下一节接着说，
“神的灵覆翼在水
面上。”因此，我们看见在神创造宇宙的事上，那灵乃是神的灵。
耶和华的灵 ── 在神临及人并眷顾人的事上
神在创造之后，就开始在人身上作工。神在人身上作工时，祂的名是耶和华。在神临及人并眷顾
人的事上，乃是耶和华的灵（士三 10，六 34，创六 3 上）。……“耶和华”简单的意思就是“我是”。
神曾是，神现在是，神也将永远是；祂是那伟大的我是。
神告诉摩西，祂的名是“我是那我是”
（出三 14，直译）。这意思乃是：
“我总是那该有之事物。”
如果需要光，祂就是光。如果需要生命，祂就是生命。祂是一切。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祂的名是“我
是”（约八 58）。“我是”这名的意思是，那位在人身上作工者，乃是人的一切。祂眷顾人并临及人。
这是在临及人并眷顾人之事上的“耶和华”。
“圣灵”── 有分于基督的成肉体，将人圣别归神（路一 35）。
新约用于那灵的第一个神圣名称乃是“圣灵”。……“圣灵”最先乃是用于施浸者约翰。这名称
用于施浸者约翰的成孕，为要引进神在成为肉体里成为人（路一 13~17）。路加一章十五节论到施浸
者约翰说，“他……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溢了。”替救主的来临预备道路，需要祂的先锋施浸者约翰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溢，使他能将百姓从神以外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归神，叫他们为着神的定旨，
圣别归神。
新约的开始，记载了两个成孕。一个是施浸者约翰的成孕，另一个是主耶稣的成孕，就是神成为
肉体来作肉体里的人（路一 30~36，太一 18~20）。对这两个成孕，新约都用了“圣灵”这个特别的名
称。新约用“圣灵”这辞，是由于时代的转变。为了使神成为人，好叫人能成为神，就需要圣灵。旧
约是表号和预表的时代，而新约是应验的时候，是实际的时代，在这时代中神借着从圣灵而生，进到
人性里成为人（太一 18，20）。
“耶稣的灵”── 有分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并受苦（徒十六 7）。
在徒十六章七节说到“……耶稣的灵”。那灵的这个名称是说到在人性里的耶稣，祂经过了人性的
生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指明在那灵里不仅有神的神圣元素，也有耶稣的人性元素，以及祂人性生
活并祂受死的元素。
“基督的灵”── 有分于基督的复活与分赐生命（罗八 9）。
“基督的灵”是说到在神性里的基督，祂征服了死，并成为在复活里的生命，有复活的能力，指
明在那灵里有神性的元素，成了征服死并分赐生命的灵（罗八 9 下）。
“耶稣基督的灵”── 有分于耶稣的降生、生活并受死，以及基督的复活与分赐生命，有全备的供
应，使信徒随事都得蒙拯救（腓一 19）。
“耶稣基督的灵”是说到那灵，包含了耶稣人性同祂的死，并基督神性同祂的复活一切的元素，
这成了追测不尽之基督全备的供应，以扶持祂的信徒（腓一 19 下）。
“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 有分于基督作人的生命并赐人生命（罗八 2，林前十五 45）。
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进入信祂的人里面，如同活水的
江河流出来（林前十五 45 下，启二一 6，二二 17 下）。……在基督复活之前神就是灵，但不是赐生命
的灵。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之前，神无法进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在人与神之间有许多消极的事物成为
障碍。按照我们在创世记所看见的预表，通往神这生命树的道路，因着神的荣耀、圣别和公义的要求，
而被封闭了。在基督的死满足这些要求之前，堕落、犯罪、不洁的人完全不能取用生命树，接受神作
生命。
希伯来十章启示，基督的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进入至圣所，有分于神作生命树
（19~20）。在祂的死里，祂满足了神荣耀、圣别和公义的一切要求；然后在复活里，祂改变形状成了

赐生命的灵。这完全是为着神与人之间生机的联结 — 在祂的复活里将神带进人里面，并将人带进神
里面。今天我们能吃生命树，并饮生命水，使三一神能从我们最深处如同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
（那灵
同我们的灵，第二篇）

第八周．第四天
祷读经节
约七 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
着荣耀。

晨兴喂养
“那灵”── 那灵乃是圣灵经过前面所说，祂所是的种种而成的，所以是包罗万有，终极完成的
灵，作三一神终极的表现，以临及并进入信入基督的人（约七 39）。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说，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
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创一 1~2），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罗八 9），耶
稣基督的灵（腓一 19），在主说这话时还没有，因为祂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路
二四 26）。祂复活后，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基督在祂复活的
晚上，已将这灵吹到门徒里面（约二十 22）。……当这灵还是神的灵，祂只有神圣的元素；当祂借着
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成了耶稣基督的灵，祂就兼有神圣与属人的元素，带着基督成为肉
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一切素质和实际。因此，祂现今乃是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作了活水给我们
接受。
我们已经看见，当耶稣复活时，祂就得了荣耀。在复活里，主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在肉体中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从此以后，耶稣基督之灵兼有神圣
和属人的元素，包括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实际。……
我们可用一杯清水，加入许多别的成分作例证。清水经过一个阶段，把奶加进去；又经过几个阶
段，分别加进蜂蜜、茶和盐，最终成了包罗一切的饮料。在清水经过这一切阶段以前，还没有这样美
妙的饮料，虽然杯中已经有清水。现在，杯中有包罗一切的饮料。照样，主耶稣在七章三十九节和十
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所应许的灵，不是那只有神性作内容的灵，乃是有神性、人性、包罗万有的死、复
活和升天各种元素的灵。如今我们不单有神的灵，也有耶稣基督的灵。乃是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
把生命水的河流赐给我们。
有时孩子需要吃药，智慧的妈妈会将药藏在饮料中。孩子喝了饮料，就吃了药。在包罗万有的灵
里有药，这药就是今天在圣灵里基督那杀死的死。你越说，
“哦，主耶稣，”你就越得着包罗万有的灵。
几分钟后，你就会觉得那灵杀死你的脾气、骄傲、自私和其他的消极事物。你曾努力照罗马六章算自
己是死的么?你若这样算过，就知道你越算自己死，你就越活。然而，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有十字架的杀
死。罗马六章所说的死，现今包含在罗马八章所启示的灵里。因此这包罗万有的灵，不断的将你放在
十字架上，如罗马八章十三节所说的。基督的死那杀死的功效不仅仅在十字架上，因为若仅仅在十字
架上，对我们就没有功效了。今天那杀死的功效是在耶稣基督的灵里。当这位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时，
十字架杀死的功效就渗透我们这人，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元素。不仅如此，在这包罗万有的饮料
中还有滋养的成分。在这灵里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八篇）

第八周．第五天
祷读经节
弗五 18
晨兴喂养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

圣灵充满的意义
人的灵比人的身体更重要，因此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
充满。”醉酒是在身体里被充满；这里说，我们不该在身体里充满酒，乃该在灵里被充满。我们需要被
基督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一 23，三 19）。今天基督一切的丰富，就在赐生命的灵里；因此，在
我们的灵里被充满，乃是被赐生命的灵充满。
我们如何能被（圣灵）充满？乃是借着彻底的祷告并认罪。……最宝贵的，还是你在百忙中，找
出一段时间，个人跪到主面前去，有一个彻底认罪的祷告。开头你可以向主说，
“主阿，赦免我，虽然
我所有的罪你都赦免了；但得救到今天，我从来没有这么一次彻底的认罪，也从未这么彻底的对付。
今天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罪，在你面前彻底的承认一次，把我所有的罪都承认出来。求你光照我！”
你祷告时，不要寻求感觉。你要信主的灵与你同在；你不必按着次序，只要照着你里面所觉得的，
或照着你的记忆，一件一件的向主认罪，直到你再无可认，从感觉、记忆里都没有了。然后你应该相
信，就在这时，你灵里已被三一神终极的完成（那灵）所充满。从你作基督徒开始，你就应当有一次
这样彻底的认罪。在医学上，这相当于为着你的健康，更换你全身的血轮，以除净你身体里一切的细
菌和污秽。你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在里面被圣灵充满。
圣灵在你里面有多少充满，在于你给祂有多少空间。你里面的空间越多，圣灵充满得就越多。如
同空气充满瓶子有多少，在于瓶子的空间有多少；若是瓶子里有半瓶土，空气就只能充满一半的空间，
但瓶子里的土倒出来越多，空气就越充满。照样，你越倒出你里面的罪污，越把里面的污秽清理掉，
圣灵就越充满你；随倒随充满。等你把污秽全倒空了，你也就完全被圣灵充满了。
你不必寻求感觉，只要彻底认罪、祷告。认罪就是倒出你自己，祷告就是接受主。所以认罪加祷
告，就是一呼一吸─呼出罪污，吸入神自己。这就是宣信（A. B. Simpson）的诗歌所说：
“我是呼出我
的愁苦，呼出我罪污；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丰富。”
（诗歌二一○首副歌）借着一直认罪，我
们就不断呼出我们的脏污，直到里面的污秽全出去。有呼必定有吸。我们呼出罪，也就吸入神自己。
感谢赞美主，我们虽然还有污秽，但祂是羔羊神，是赎罪的神，带着血而来。我一呼，罪就出去，我
一吸，神就进来，一点不费工夫。只要我呼出一点罪，就立刻吸入一点神；我认一点罪，祂就来充满
一点。呼到无罪可再呼时，里面自然充满了神。这就是在里面，被三一神终极完成的赐生命之灵所充
满。（作主合用的器皿，第七篇）

第八周．第六天
祷读经节
帖前五 19
罗十二 11

不要销灭那灵，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晨兴喂养
被圣灵充满的路
重生得救是一次永远的，悔改、认罪却是一生天天都得作的。好比洗手，不是生下来洗过一次就
永远干净，无须再洗，乃要每天多次的洗。好比呼吸，不是因为作过一次深呼吸，就可以不必再呼吸；
乃要不住的呼吸，才能保住性命。呼吸就是我们的祷告，洗手就是我们的认罪；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
满，就必须天天祷告、认罪。
维持被圣灵充满的秘诀
不销灭那灵
被圣灵充满后，我们还得作几件事，以维持圣灵的充满。首先，我们不可销灭那灵（帖前五 19）。
那灵使我们的灵火热（罗十二 11），并使我们的恩赐如火挑旺（提后一 6）。所以我们不该销灭祂。

不叫圣灵忧愁
第二，我们不可叫圣灵忧愁（弗四 30）。叫圣灵忧愁，就是使祂不喜悦，在日常行事中不照着祂
而行（罗八 4）。我们如何能知道圣灵忧愁？这可从我们的生活得到验证。你基督徒的生活不喜乐，就
是圣灵在你里面忧愁的记号。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忧愁，所以你不喜乐；如果你喜乐了，就指明圣灵在
你里面也喜乐。有的姊妹见证，她们祷告到一个地步，觉得全人舒爽、轻快，真是喜乐；这就证明圣
灵在她们里面是喜乐的。所以不要叫圣灵忧愁，就是不要叫你们自己忧愁。
顺从圣灵
第三，在积极方面，你们要顺从圣灵。彼得在行传五章说，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32）。指明
这位圣灵乃是叫人顺从的。顺从乃是我们享受圣灵的道路和条件。罗马八章四节也说，我们要“不照
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这就是被充满的路，也是维持自己活在圣灵之充满里的条件。我们不仅要研
读这些经节，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实际的实行。（作主合用的器皿，第七篇）

问

答

一

圣灵在圣经中有哪些不同的名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二

什么是“那灵”？为什么在约七 39，约翰说，那灵还没有？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当如何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