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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答(四) 

有關聖靈充满的問題 
 

問題：如何認識新约聖經中所講到的「被聖靈充满」？ 

整理、作答者：樓建華 

解答∶ 

在前两期的《灵火》双月刊上，我们针对「方言」这个课题，分成两次作

答，为了要准确地认识新约圣经上所提到的「说方言」的属灵恩赐。其中也谈到了

“被聖靈充满的人，一定要说方言吗？”这一类相关的题目。现在我要以专题的方

式，就着“被聖靈充满”这一圣经上所使用的片语和教导，作一较详细而全面的整

理。盼望能作到「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辞」(语见《孟子·滕文公

下》)，帮助主内基督徒们，以一正确而正面的态度，重新认清什麽是被聖靈充

满，也再一次认定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被聖靈充满的生活。 

 

前言 

“被聖靈充满”不应当僅從是否拥有某种聖靈所赐的恩赐来判别，并非你能

说方言，或说出所谓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表示你被聖靈充满

了；也不能从是否有“轰轰烈烈”的超然奇事随著发生，如天上有响声，一阵大风

吹過，或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头上等现象，才断定是被聖靈充满了；更不能

凭着一个人摔倒在地，无法自持地躺在地上，甚至情绪失控的大哭大笑，当成是被

聖靈充满的记号。事实上，後者那种被摔倒在地、情绪失控的现象，若硬要套上被

聖靈充满的面罩，那根本就是一种亵渎，不但在圣经上找不着，也完全不符合圣经

的教训。 

我们绝不否认「被聖靈充满」，在新约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直接与

我们基督徒的灵性程度和属灵的追求牵扯在一起。但聖靈的充满，不该从现象上来

观察，而应当从灵性素质上的变化与成熟来分辨，也就是从聖靈所结的果子等方面

来分辨。在谈到被聖靈充满时，我们也不应该只着重在所发生的一桩、一桩的事

件，或者一次又一次的特殊经历，以为被聖靈充满不外乎这一类的记录；其实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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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强调的，在乎平日生活中持久性的灵性气质的表现(参考弗五 18，以及底下的

详述)。 

现在我们就从圣经里的例子和教训，详细深入地查考一番。我也要先声明，

底下有一些材料，已经在上一期的「问题解答」内出现過，虽然如此，为了使全文

的内容更加完整起见，我仍将重述一遍。 

 

一、新、旧约中，被聖靈充满的例子 

在列举圣经中所有被聖靈充满的例子之前，我们可以把整部圣经的历史，分

成三个不同的阶段来谈，那就是旧约时代，新约五旬节聖靈降临之前，以及从聖靈

降临的那个五旬节开始的另一个新的时期。 

旧约圣经里，曾提到好几个被聖靈充满的例子(参考出二十八 2-3，三十一

2-3，三十五 31-35；申三十四 9)。我们要注意这里多次提到被“智慧的灵”充满；

那被充满的人并不是说方言，反而是得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指派的工

作。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之前，也提到好几个被聖靈充满的记录，如

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被聖靈充满”等例子，(参考路一 15，41，67；四 1)，也都

与说方言无关。 

到了五旬节聖靈降临之後，我们读到另一种情况： 

1.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门徒们被聖靈充满，并在聖靈的带领下，按着

祂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讲说神的大作为，作主复活的见证。

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後，门徒们头一次公开地为主作见证的记

录；虽然那个时候主基督耶稣已经被取升天，进入荣耀里，不再在肉身

形体上与门徒们同在，但是聖靈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受了聖靈的

洗，并且充满了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主基督耶稣在灵里的同在。 

 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内容，集中在门徒们被聖靈充满时，所带来

的见证上；而所见证的焦点却又都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祂(耶稣)

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聖靈，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

的，浇灌下来”(徒二 33)，彼得的这一句话，也把那第三位格的上帝─

聖靈─被赐下来的应许和成就的事实，与基督的复活得荣联系起来；而

聖靈被赐下来，其最主要的用意，就在於为第二位格的上帝─圣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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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榮耀祂(約十六 14)。關於这一点，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已经强调多

回了。在被聖靈充满的情况之下，门徒们的信息中心，全部都集中在基

督耶稣身上，要见证这位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所

设立的主基督。 

2.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 8 节提到，在公会上彼得被聖靈充满，向着官府和长

老见证，很明确地道出两方面的重点，其一是他所行的神迹(记载在使徒

行传第三章里)，並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或虔诚，乃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

名的缘故；其二是主的名也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使徒行传

里第二个被聖靈充满的例子，而表现出来的，仍是把见证的焦点摆在主

基督耶稣的身上，尤其是祂的被钉十字架、祂的死而复活，以及祂的

名。 

3.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 31 节，门徒们聚集祷告，在听了彼得和约翰的见证

後，就在那个地方，他们都被聖靈充满，当时聚会的地方震动，但除此

之外，别无特殊的现象发生，路加没有提到门徒们是否说方言，他提到

的反倒是门徒们放胆讲论神的道。 

4.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 3 节，提到选出七位有好名声、被聖靈充满(或作满有

聖靈)、智慧充足的人作执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 5 节，基本上是前面第

3 节的延续，列出这七位执事的名字，用的也是「满有聖靈」这样的片

语。 

5.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 55 节，司提反殉道时，被聖靈充满(或作满有聖靈)，

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並看见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位平日原就

满有聖靈的执事，在那最危急、最不寻常的情况之下，依旧被聖靈充

满，勇敢忠心地为主作见证；不但如此，司提反也能从容地求主耶稣接

收他的灵魂，并在临殉道之前，还为那些以石头打他的人祷告，求主不

要将这罪归於他们。 

6. 使徒行传第九章第 17 节，讲到了扫罗得救的過程，以及从亚拿尼亚口中

讲出来的“被聖靈充满”的话。 

7.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22-24 节，叙述巴拿巴是一位好人，被聖靈充满(或作

满有聖靈)，大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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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8-9 节，在斥责行法术的以吕马时，圣经记著说保罗

被聖靈充满，责备以吕马。 

9.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50-52 节，这里记著两件事，其一是保罗和巴拿巴被

赶离彼西底的安提阿，其二是在彼西底的安提阿，那批初信主的门徒们

满心喜乐，被聖靈充满。 

 

二、整理与分类 

以上就是在全本圣经中，所有提到被聖靈充满(或满有聖靈)的例子。我们可

以简单地分类整理如下： 

1. 一个人会被聖靈充满，和上帝托付给他的工作有关，好比出埃及记中的

例子，比撒列等人被神智慧的灵充满，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会幕

内的各样器物(出二十八 2-3，三十一 2-3，三十五 31-35)。这一类被神的

灵充满的案例，极可能是属乎暂时性的，为的是使被聖靈充满的人，能

够顺利地完成神所指定、所吩咐的任务。 

2. 神的灵所以会在某种场合，充满某个(些)人，也可能与当时那个人所处

的情境有关，新约中不乏这一类的记录，如施洗约翰的双亲，撒迦利亚

和以利沙伯的被聖靈充满的经历(路一 41，67)；彼得在公会面前受盘问

的时候(徒四 8)；一同参加祷告会的门徒们(徒四 31)；司提反殉道之

际；保罗斥责行邪术的以吕马(徒十三 8-9)等。这一类的例子都显示出

聖靈即时的作为，使被充满的人说出豫言或赞美的言辞，或是当下彰显

属灵的权柄，或是放胆讲论，并作见证等，不一而足。这些被聖靈充满

的案例，也可归属於暂时性的属灵经历。 

 这里附带要提的是，虽然这些被聖靈充满的例子，我将之归属於“为

了某种状况，才即时发生的属灵经历”的范围内；但是我也不排除他们

当中可能平素就满有聖靈，已经是一位随从聖靈，靠着聖靈行事的基督

徒。一旦处在某种景况下，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是有聖靈的同在和引

导，能够在被聖靈充满的灵性当中，来应对周遭所发生的事情。我相信

司提反就是一个实例，圣经两次说到他满有聖靈(full of the Hol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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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六 5，七 55)，满得恩惠能力，以智慧和聖靈讲道辩论。(也请参考底

下第 4 点的内容。) 

3. 被神的灵充满，也与那一个人被神选召担负起的职任有关，旧约中的约

书亚(申三十四 9)和新约开始之际的施洗约翰(路一 15)，都是典型的例

子。这两个案例都带有被膏立、被按立的意义在内，使之能够担当起所

承受的职任。一个是接替摩西，负起帅(率)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

重责大任，另一个则是有以利亚的心志，跑在弥赛亚之前，作主耶稣基

督的先锋。既然与按立和职任有关，则这一种的充满就非暂时性的了。

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与保罗蒙召有关。在使徒行传里，路加记著亚拿尼

亚蒙主的差派，去为保罗按手，对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聖靈充满”(徒

九 17)，这里保罗被聖靈充满的例子，应该也可归属於“被按立”和

“担负起职任”的案例之内，因为在吩咐亚拿尼亚的话里，上帝说：

“他(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

扬我的名。”清楚表明保罗乃是上帝亲自选召，作祂的器皿，要在外邦

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 

4. 前面三类讲到被聖靈充满的例子，都与(暂时性或较持久性的)事工和职

任有关。除此之外，被聖靈充满，也是每一位肯追求的基督徒，平素就

应当有的属灵的特质。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为了有人管理饭

食，在天天的供给上，照顾信徒当中讲希利尼话的寡妇等，在耶路撒冷

的教会特地选立了七位执事。我们应当格外留意在选拔上所提到的「资

格」(徒六 3)，要“有好名声，被聖靈充满，智慧充足。”使徒们要

的，并不是那些“『曾』被聖靈充满”的人；有過被聖靈充满的经历，

还属其次，要紧的是平素就满有聖靈(full of the Holy Spirit)，正如“有好

名声”的条件一样，必须靠平日生活中待人接物、行事为人的表现来评

定。一个人是否“智慧充足”和“大有信心”(徒六 5)，也绝不是仅仅

靠着在偶发事件中的表现来定案；一定得从日常生活里，经常不断的例

证中，被认定有好名声，大有信心。所要强调的在於它的“持续性”，

而非“曾经”、“有過”这一类的零星的经历而已。第二、那被称为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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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子的巴拿巴，圣经上介绍他的时候，特别指出“这巴拿巴原是个好

人，被聖靈充满，大有信心”(徒十一 24)。这里用的词语和第六章里的

极为相近，也讲到巴拿巴满有聖靈(full of the Holy Spirit)。 

 上面所举的这两个例子，从字面上的描述来看，似乎并无什麽出奇之

处，既没有着重在那七位被选立的执事和巴拿巴行了什麽神迹异能，也

没有提到(甚至连暗示也没有)什麽诸如地大震动和天上有大响声之类的

超然现象随著发生；但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值得我们留意。通常一讲到

被聖靈充满的经历时，大多数的人下意识地都会以为被充满的同时，一

定得彰显出那看得见、而又与众不同的能力或行为，好像没有某种特

异、超然之处的话，就不足以说明被聖靈充满的状态。其实这是极大的

误解，这种错谬的观念也是我们一定要改正過来的。这一点我们在解释

弗五 18 时，会再深入详加阐述。 

 其实还有一个例子，也值得我们参考。那是发生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教

会的事(参看徒十三 50-52)，当时那一批初信主的门徒们“满心喜乐，又

被聖靈充满。”路加在前一节才讲到使徒们被赶离出境，往以哥念去

了；从常理推论，在带领的人(巴拿巴和保罗)离开之际，门徒们难免产

生一种失落与不舍的感觉；加上当时的处境尤为险恶，我们有理由相

信，那批逼迫保罗和巴拿巴的人，一定也会群起逼迫信徒，那些刚信主

的门徒岂不是会更加感到沮丧、担忧才对？但是圣经上却说他们“满心

喜乐，被聖靈充满。”他们的表现，完全没有如丧家之犬那样，整日忧

心忡忡，不知所措。究其原因，就在於他们被聖靈充满，那完全是内住

的聖靈所带来的新生命的表徵，即使在逆境之中，在遭受到逼迫苦难

时，也能以喜乐的态度来面对。这才是我们应当羡慕的被聖靈充满的生

活。 

 

事实上，在谈到「满有聖靈」这一个课题时，有另一个案例不与上述的例子

同列，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的。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写到“神赐聖靈

给祂(即圣子耶稣)，是没有限量的”(约三 34)。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是聖靈感孕的结果；祂在世上的日子，也是满有聖靈；在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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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祂被聖靈充满，并在聖靈的引导下，到旷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路四 1)；出来

传道之初，祂首先宣告主的灵在祂的身上，用膏膏祂，叫祂传福音给世人(路四

17-21)；主耶稣也靠着聖靈的能力行事、赶鬼，服事众人。而这位满有聖靈同在、

与聖靈同工的主，也成了那一位豫告我们要受聖靈，有另一位保惠师被差来引导我

们，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参看约十四～十六)。 

在结束这一大段的讲论之前，还有一点我们要附带指出来的，就是在新约圣

经中，被聖靈充满的这些例子，其实都出现在路加写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里；在以

弗所书第五章，保罗以吩咐、命令式的口吻(Imperative)也提過一次“乃要被聖靈

充满”的话；除此之外，新约中别的书卷的作者从未用過同样的片语。 

 

三、聖靈充满与放胆讲道 

在上面我们已经看過那些发生在五旬节聖靈降临之後，被聖靈充满的例子；

它们都与说方言无关。(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讲到门徒们被聖靈充满，“说起别

国的话来”，他们说的是别国的话，是各处的乡谈，而不是舌音之类的方言。)综

观上述的例子之後，谁可以胡乱地说被聖靈充满的人，一定要说方言？ 

事实上，被聖靈充满倒是常与放胆见证、大有能力地传讲福音等属灵的争

战有关。五旬节当天，门徒们被聖靈充满，讲了一篇令人扎心的福音信息，立时

就约有三千人信主；为什麽彼得等众人所讲的一篇话，能够产生出那样大的效力？

此无他，正是出於聖靈的能力和见证，叫听讲的犹太众百姓觉得扎心。彼得在公会

前受审，被聖靈充满(徒四 8)，令公会里的人惊愕，怎麽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竟

然有胆识、有能力，很扼要地把耶稣、并祂的十字架、祂的死而复活，还有耶稣基

督的名，很勇敢、很有条理、有层次地陈述出来？等到彼得、约翰与门徒们一起祷

告祈求之後，甚至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聖靈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徒

四 31)；司提反是另外一个有力的明证，他乃是以智慧和聖靈讲道，众人都抵挡不

住(参看徒六、七)；圣经也没有提到他讲方言啊！扫罗(即保罗)被聖靈充满，受了

洗之後，按着经上所记(徒九 20-22，29)，我们读到聖靈显在他的身上的引导是，

保罗马上就开始为主作见证，“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

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又“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

讲论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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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亚基帕王和非斯都大人面前，保罗也能够放胆直言，为自己分诉(徒

二十六 26)；路加记录那一段经過时，虽然没有提到保罗“被聖靈充满”，但是，

谁又能否认就在那个当儿，聖靈与他一同作见证呢？“神赐给顺从之人的聖靈，也

为这事作见证”(徒五 32；另参看太十 16-20)，当年彼得在公堂上为自己辩护时所

讲的这一句话，不也正应用在保罗的身上？他站在公堂之上，面对着听审的罗马巡

抚和亚基帕王，也面对着那批控诉他的犹太宗教领袖，手脚还铐着锁链，却镇定自

如、从容不迫，以不愠不火、不卑不亢的态度，讲述「真实明白话」(徒二十六

25)，为的是要叫听他的人，都像他一样，成为得救的人。这正是一位被聖靈充满

的人所应有的表现！ 

这样看来，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哪里一定得说方言呢？使徒行传的记录反

倒让我们看到，被聖靈充满的人，往往是放胆地传讲。“放胆讲道”，或“放胆

讲论”这样的片语，乃深深表达出讲道者对所传讲的内容的把握与确信，传道的

人深知自己所传的是什麽，而且传的时候乃直言不讳，不拐弯抹角，不以智慧委

婉的言语，也不怯懦自卑；相反地，乃是带著权柄，以智慧和聖靈传讲，把神的

大能透過宣扬祂的道见证出来。那些被聖靈充满的人，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利害

得失，甚至置个人死生於度外，反倒很有理智地、很清楚地陈述福音的核心信

息，毫无保留地把福音真道的内容讲清楚，并勇敢地为主作见证；必要时，也能

够当下就以属灵的权柄，斥责抵挡福音真道的人(徒十三 9)；甚至在受逼迫的情况

之下，也满有喜乐，毫不畏缩(参看徒十三 52)。 

你看到没有？被聖靈充满，并没有使那个人的理智模糊、意志被动、感情混

浊、沸腾。相反地，被聖靈充满的人，他的理智被真道充满，传讲信息时，头头是

道，清晰而有力，并且传得全备；他的意志，向着聖靈、向着上帝的旨意而顺服，

但是，向着抵挡福音的人，则显出靠主而有的刚强与能力；在他的感情上，能体会

耶稣基督的心，以爱灵魂的心，奋不顾身地努力宣扬福音，虽遭受逼迫与禁止，仍

勇往直前；也能够以喜乐的心胜過逆境，以爱仇敌、为仇敌代祷祈求的态度，来面

对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逼迫。 

讲到这里，我要再三强调，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根本就不在乎说不说方

言；甚至也不在乎有什麽其他灵恩方面的表现。假若我们一定得列出一个被聖靈充

满的人所应有的行为模式的话，我寧可擧“放胆讲论、放胆讲道”的见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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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典型的范例。事实上，这才是认识被“聖靈充满”的正道。聖靈充满一个

人，乃是令这个人得着更大的启发，更灵明的智慧，能够对「真道」产生更准确的

领会，更深刻的觉悟，更确实的把握，更清晰地传讲！ 

简言之，聖靈的充满与福音真理的道的傳講，是不可分割的属灵经历。现今

许多自擂有灵恩、有聖靈充满经历的教会或个人，號稱有聖靈的启迪和引导，就老

抓住各类各样的外在现象和个人经历，反倒把上帝启示的道放在一边，弃真道的根

基於不顾，这哪里符合圣经之道呢？不但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根本就是背道之举，

竟然还敢洋洋得意，岂不令人心痛？令上帝的灵担忧？ 

 

四、“乃要被聖靈充满” 

除了路加之外，新约圣经中就属保罗用過“聖靈充满”这样的片语。他只用

過一次，出现在他写给以弗所的书信里，是以祈使命令的口吻写成的，要信徒们被

聖靈充满(弗五 18)。路加用到被聖靈充满(或满有聖靈)这一片语时，都是在记录

所发生的事件的实况；而保罗提到同样的片语时，则是在吩咐、在教导、也在提

醒。这值得我们花工夫深入细究。 

我们已经说到这一节的语气，在希腊文原文里，是属於命令、祈使的句法。

從「不要…，乃要…」这样的翻译，也看得出命令式的语气。换言之，保罗在这一

句话里，吩咐在以弗所的基督徒，「必须」要被聖靈充满，或者说「必须」過着被

聖靈充满的生活。同时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表达出一种连续而不间断的动态

意象。而且该动词的语态属被动式，也就是说，聖靈的充满不是人为的，也不是人

主动的；乃是完全出於聖靈自己的主权，以及祂自己的恩典和作为。但是，根据保

罗的吩咐，他要我们「乃要被聖靈充满」，这就又显示出在被动之中，仍存在着

我们应有的自觉和主动的意愿，就是应该有一颗愿意被聖靈充满的心。 

那麽，到底甚麽才叫作被聖靈充满呢？又哪一种生活才属於被聖靈充满的生

活呢？我们要从底下六方面的观察讲起。 

㈠、保罗在讲過「乃要被聖靈充满」的话之後，紧接著就说：『当用诗

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许多解经家都把这三节经文，

当成是保罗对「被聖靈充满」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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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说法是把接下来的一整大段，一直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 9 节，都包括

在内，当成是保罗对「被聖靈充满」的诠释。此种观点其实有其深刻的含意，因为

如此一来，整段经文在谈到被聖靈充满时，就不是仅仅局限在个人的神秘性的属灵

经验而已，也不仅仅与个人在团契里的敬拜讚美的生活有关而已；在谈到聖靈充满

时，应当把在生活中所产生出来的影响范围扩大，直接与那个人的生活伦理和人际

关系联系在一起，举凡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主仆关系都必须包括在内。我个人比

较倾向於这一种解经的观点。现今太多人讲到“被聖靈充满”的经历时，总喜欢把

它说得玄奥得什麽似的，反倒令人捉摸不定。而以弗所书从五章 18 节起，到六章

9 节，很踏实地把被聖靈充满的经历，聯繫到我们和三一真神的关系上，并贯彻到

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那才真正显出一个人的灵性，显出满有聖靈的身量。 

不過，在接下来的段落里，我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五章第 19-21 节这三节

经文上。它们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⑴赞美主。⑵奉主耶稣的名，将感谢献给

神。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或作在敬畏神的态度与心情中，彼此顺服。)

我们要留意，这里说到的每一方面，都直接与我们的主相聯繫在一起，都是以基督

为中心(Christ-centered)。就着个人的体会来说，这三方面都關係到我们每一个人

在意志上的归服，敬畏主，再产生出彼此之间的顺服；同时也關係到我们个人在感

情上的发抒，产生合乎圣洁的赞美与团契(fellowship)。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这三节的经文合在一起看；因为这三方面的内容

都涉及到我们与主，与父神，与主内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每一方面都把

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结在一起，都与祂有關係。而且保罗讲到这几节经

文时，他乃是说“你们”要谨慎行事，所用到的字眼是「彼此对说」、「彼此顺

服」，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些都说明保罗不只是对每个个别的基督徒

说“乃要被聖靈充满”这句话，他乃是对着每一组基督徒的团契说的。这样看

来，被聖靈充满的结果，还不只是个人在灵性上、在经历上的改变而已，乃是在整

个团契聚会的生活，尤其是在教会群体的敬拜生活上，都产生出属灵深化的果效。 

简言之，当聖靈充满我们时，祂(聖靈)把圣父、圣子、圣徒们都拉在一

块。这是很紧要的一句话，也是我们第一方面的观察。 

㈡、保罗讲这一句话的对象，乃是那些已经受了所应许的聖靈为印记的信

徒(参考弗一 13)，也就是那些领受了聖靈、被聖靈重生了的基督徒。即使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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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保罗也照样把神的命令和吩咐传给他们，说要被聖靈充满。可见「被聖靈充

满」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也就是说保罗所吩咐的“乃要被聖靈充满”，

是指着基督徒在聖靈中的生活说的。这有别於路加的用法。路加在使徒行传里所

记载的，多半都是一次次的經歷，是一樁樁发生在各个(或一群)当事人身上的事

件；而保罗在此所要强调的，则不僅僅是一件、一件的经历而已，他乃是进一步谈

到基督徒的生活。一谈到生活，就带着有“持续不断的状态”的意味在内。所以，

保罗不是要我们偶而一次被聖靈充满；他要的，乃是经常不断地被聖靈充满，活在

满有聖靈的生活中。 

纵观全本以弗所书，保罗从多方面讲到有关聖靈在神的儿女当中的工作和

关系。信徒们除了已经受了所应许的聖靈为印记之外(弗一 13)，也一同被建造，

成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二 22)；保罗也为众圣徒在父面前屈膝，求父神按

着祂丰盛的荣耀，藉著祂的灵，即聖靈，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弗三 16)；

又要我们竭力保守聖靈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四 1)；又嘱咐我们不可叫神的聖靈担

忧(弗四 30)；又要我们被聖靈充满；在讲到属灵的争战时，也要我们提着聖靈的

宝剑，就是神的道(弗六 17)；更提醒我们要藉著聖靈(或作在聖靈中)，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弗六 18)。可见以弗所书是一本多麽注重聖靈的书，每一章都提到聖

靈。 

在这整体性的观点基础上，再回過头来看「乃要被聖靈充满」的吩咐，我们

更加可以肯定地说，被聖靈充满，就是指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说的，尤其是指着我

们在聖靈中的生活说的。从反面的对比来说，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不会叫神的聖

靈担忧；而从正面的对照来说，被聖靈充满的人，也一定是藉著神的灵，使自己心

里的力量(或“里面的人”，参考罗七 22)刚强起来，并竭力保守聖靈所赐合而为

一的心，在参与属灵的争战之时，不但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拿著聖靈的宝剑，

也能在聖靈中，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㈢、一个较属次要的观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曾记载当时在场的犹

太人的一种反应，他们见著门徒们被聖靈充满时的景况，就说这些人无非是「新酒

灌满」了。把「新酒灌满」这样的词汇，加诸在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身上，似

乎给人留下一种印像：以为一位被聖靈充满的人，他的谈吐举止，可能有点像醉了

酒的人一样。等读到以弗所书里的这一节经文，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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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聖靈充满”，看到保罗也把「醉酒」与「被聖靈充满」，摆在上下文里一块儿

说，就更加深了那种印像。其实，保罗在这里不是要「类比」，而是在作正、反两

面的「对比」。这怎麽说呢？保罗绝没有意思把「被聖靈充满」形容成「醉酒」。

他并不是把这两种景况归为一类来谈，而是将它们摆在一块，形成一种强烈的「对

比」。这种说法是有其根据的，因为从以弗所书第四章 17 节起，保罗已经再三地

使用各种对比的笔法，如旧人和新人，黑暗和光明，愚昧和智慧，糊涂和明白

等，为的是说明一个信主得救的人，他的行事为人不能再像外邦人那样。现在，

这第五章第 18 节的内容又从醉酒放荡和被聖靈充满这一方面，给了我们另一个关

於基督徒生活上的对比。 

从对比的角度来思考和分析，可以看出来：醉酒的人被酒精辖制著，表现出

放荡的行为；「放荡」有浪费、過度和无节制的意思，(同一个字也曾出现在多一

6，彼前四 4；另参看路十五 13，用来描绘浪子挥霍无度的放荡生活)；至於醉酒则

一向与情欲的事相联(参考罗十三 13，加五 19-21)，是一个存虚妄的心行事的人所

喜好去行的，仍旧是属於旧人的生活。但是，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被聖靈管理，

就能随从聖靈的引导，从而表现出属灵的美德，这样的人会赞美主，会奉主的名祷

告，感谢神，也会敬畏主，彼此顺服。 

这里至少有三方面的对比：①一个是被酒精所辖制，结果既无法自治，也无

法自制；另一个则是在聖靈的带领之下，明白自己应当作些甚麽。②一个是落在属

肉体的光景里；另一个则是有灵性生活的表现。③一个是放荡的举止；另一个则是

以主为中心(Christ-centered)的生活。 

㈣、我们也应该和歌罗西书三 16-17 合在一起，比照着读。从字面上看，这

两处的经文虽各有所指，但其中心涵义几乎可完全等同起来。在歌罗西书里，保罗

讲到了“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都要奉主耶稣

的名，藉著祂感谢父神；”这也是以命令、祈使句的口吻，写下来的一段吩咐的

话，要信徒们照着去行。话里的重点，正是强调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Christ-

centered)的生活，与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 18 节里的主旨初无二致。本著这一个

精神来解经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够看得出，一个被聖靈充满的基督徒，也一定是一

位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的人。(圣经上的小字说到

这一句话也可另译成“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并以各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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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章、颂词…。”)试问：这智慧哪里来的？基督的道理何等丰富，又哪里是我

们这一颗小小的心窍所能完全包容蕴藏住的？试一思之，马上就能让我们领会過

来，若不是被聖靈充满，若不是在聖靈的光照和引导之下，就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

作得到保罗在西三 16 节里的吩咐。 

“乃要被聖靈充满”这一句吩咐，含著有被动的意味；但又是一句以命令、

祈使的口吻写给信徒的话，里头也带著有鼓励的意思，要我们被聖靈充满。所以，

整句吩咐的话，在被动的意味中仍含有浓厚的、主动的意愿之口气在内。这一点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過了。而保罗在歌罗西书里的吩咐，则完全是以主动的语气写成

的，就是信徒本身应当主动地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

里。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我们要如何“被聖靈充满”呢？一条正途就是用

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基督的道的充满与聖靈的充满，这

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一言以蔽之，被聖靈充满，与基督的

道和智慧分不开，与敬畏主、彼此顺服也分不开，与敬拜、赞美和感恩也分不

开。 

㈤、弗五 18-21 和西三 16-17 两段经文里，都没有提到「说方言」这一回

事；不過，无独有偶，两处都提到了「灵歌」。整本新约圣经，除了在林前十四

15 里，保罗曾用上“用灵歌唱”这样的片语，就只有这儿的弗五 19 和西三 16 用

過「灵歌」(spiritual songs)这两个字。到底什麽叫做「灵歌」？各家各派都有各自

的解说，果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以为灵歌是方言的一种，只不過富旋律

而已；有的则认为灵歌不過是任何有属灵意义的诗歌。其实「灵歌」一词的用法，

就与彼得所用的「灵祭」和「灵宫」相仿(参看彼前二 5)，并没有什麽出奇玄奥之

处。「歌」字所指的就是一般普通的歌，而前面所冠上的「灵」字(pneumatikos, 

spiritual)，它的含意基本上就是“属乎聖靈的”、“与聖靈有关的”。我们可以称

「灵歌」是属灵之歌，其歌词内容含有属灵真理的教导，或是造就劝勉的恩言，乃

是一个心被恩感的神的儿女，在聖靈的感动之下，将心中所存放、所充满的真理和

圣爱，通過吟唱的方式，所发出的曲调。我们应当留意，在歌罗西书里，保罗讲到

灵歌之前，先讲到的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既然有基督的真

道充塞於内，则不论是灵歌也好，或是诗章颂词，一定都具有生命、教义与真理的

内涵，为的也都是赞美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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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附带要提的是，保罗在讲到“乃要被聖靈充满”这句话之前，已经多次

就着圣徒的口舌、言语，再三要我们留意，如“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淫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参看弗四 25，28，五 4)。

等到一个人被聖靈充满之後，所应当表现出来的，就完全不同了，保罗说“当用诗

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换言之，我们的谈吐风度，尤其是

在生活、信仰与属灵关系的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言谈举止，其实是分辨是否被聖

靈充满的最直接、最好的试金石。 

㈥、约翰福音第七章第 37-39 节提到耶稣基督讲過的一句话。祂说：“人若

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来。”按着约翰自己的解释，耶稣这话乃是指着信祂之人，要受聖靈说的。这一个

解释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明了“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的属灵含意。这

里，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聖靈内住的应许，另一方面，则又对应出活水江河

由内涌流而出的活泼生动的意象。换句话说，若有人问：什麽才是“从腹中流出活

水江河”的生命？就一定得从受聖靈，以及聖靈内住和引导这个层面来思考、来描

绘。虽然在约翰福音里，“被聖靈充满”的片语从未出现過，但是，它却讲到最多

关於聖靈与我们同在，以及聖靈内住的应许和教训的一卷福音书。我个人倾向於把

“从腹中涌流出活水的江河”，等同於“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同时也等同於“被

聖靈充满”的属灵生活的特质。那生命的丰盛与满溢的灵性特徵，舍“被聖靈充

满”之外，更有何途？ 

 

五、被聖靈充满的七大特徵 

事实上，我们在上面所讲到的，差不多列举了新约圣经中，所有记录下来的

“聖靈充满”的例子，并加以简略的解说；它们给了我们许多很好的范例，以及几

项重要的原则与检验的标准，让我们能分辨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被聖靈充满了。被聖

靈充满，绝不是看他讲不讲方言，也不是单看那个人是不是有過某种经历，更不是

单看那个人是不是具备了某种灵恩；而是从下列七大特徵来判别。这七大特徵，唐

崇荣牧师在他的讲座上曾多次提到過，也早已经被整理成文字，刊载在《动力》布

道季刊上。现在我再一次把它们节录转载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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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一定在他的灵命中，经历過神的灵的对付，使他

自己责备自己、并且悔改，真正经历神的能力。 

ii. 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在生活中渴慕实践上帝圣洁的本性。 

iii. 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在他的生命中，流露出聖靈在身上所结的果子。 

iv. 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他的信仰、他的经历，都要降服在上帝的道之

下；并在神的道之内，生根建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蕴藏在他的

心里。 

v. 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一定在他的信息内，在他的事奉中，让人看出他

高举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vi. 一个被聖靈充满的人，在逼迫患难的日子里，仍充满喜乐，没有失去与

神之间爱的交通。 

vii. 一个真正被聖靈充满的人，他在大争战的属灵生活中，绝不妥协，必要

刚强到底。 

 

更进一步的资料∶ 

1. 唐崇荣─《聖靈的洗与恩赐》 

2. 唐崇荣─《聖靈的引导─动力的生活》 

3. 唐崇荣─《聖靈与复兴》 

4. 林道亮─《从灵洗到满有聖靈》华神出版社 

5. D. A. Carson, Showing the Spirit --- A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1 Cor. 12-14. 

Published by Paternoster Press (in 1995 in the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Classical Library) 

6. Gordon D. Fee, 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NICNT series  (1993) 

7. Gordon D.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ublished by Hendrickson (1994) 

8. Abraham Kuyper, The Works of the Holy Spirit.  Published by AMG 

Publishers (1995) 

9. D. Martyn Lloyd-Jones, The Sovereign Spirit --- Discerning His Gifts.  

Published by Harold Shaw Publisher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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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 Martyn Lloyd-Jones, God the Holy Spirit.  Great Doctrines of the Bible, 

vol. 2.  Published by Crossway Books (1997) 

11. G. Campbell Morgan, The Corinthian Letters of Paul --- Morgan's Expository 

Series. 

12. John Owen, The Holy Spirit.  Banner of Truth 

13. J I Packer, 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Published by Fleming H. Revell 

(1984) 

14. John R W Stott, Baptism & Fullness ---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Today.  

IVP (1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