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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
充滿。

（弗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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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的重點

• 神賜下聖靈與聖徒同在
• 基督徒被聖靈充滿而生活，結聖靈果子

3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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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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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羡慕一個真正被神改變的生命。

這生命有智慧與知識，明白神的旨意。

不是單靠著我們個人的努力，是靠神的聖靈充滿蒙福的生命。

若不是聖靈充滿我們的心，我們的生命已經死在罪惡過犯之中。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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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時代，聖靈只充滿個別神所揀選的人 (1)。

神揀選比撒列與亞何利亞伯參與會幕的建造，使他們被聖靈充滿。他們
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作各樣的工（出 31:2-3）。

2 「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他的
名召他。 3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

做各樣的工， 6 我分派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亞何利亞伯與他同工。
凡心裏有智慧的，我更使他們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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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時代，聖靈只充滿個別神所揀選的人 (2)。

摩西按手在約書亞的頭上，他就被神智慧的靈充滿，從此帶領以色列人
進迦南（申 34:9）。

9 嫩的兒子約書亞，因為摩西曾按手在他頭上，就被智慧的靈充滿，以色
列人便聽從他，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行了。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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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時代，聖靈只充滿個別神所揀選的人 (3)。

大衛在與拔示巴犯姦淫後，祈禱神不要收回祂的聖靈（詩 51:11b)。

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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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時代，聖靈只充滿個別神所揀選的人 (4)。

以西結被聖靈舉起，看見耶和華的榮耀（結 43:5）。

5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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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撒列,亞何利亞伯,摩西,大衛, 以西結是祭司，君王與先知的代表。

他們被聖靈所充滿指向要來的基督是真正的祭司，君王與先知。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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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在基督的降生，事工中與基督同在。

耶穌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訴門徒，他求父另外賜給他們一位保惠師。

求父在祂完成救恩以後，使凡有血氣的聖徒都可以被神的聖靈充滿：

16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17 
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
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19 還有不多的時候，
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
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

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 14:16-21）。



一．聖靈與新約聖徒同在與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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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保惠師也稱為訓慰師，是真理的聖靈。 “另外”，意味著在主耶穌還與門徒同在，未上十
字架前，主耶穌自己本身就是保惠師。他是罪人的辯護律師，神與人之間的中保，代禱者，訓
誨者，與安慰者等等。但他被釘十字架，被埋葬，復活後將升天離開門徒。

基督徒要知道聖靈的充滿，是神的心意與祂的計畫要他們被聖靈所充滿。

我們知道聖靈是第三位有位格的神（神的第三个位格），充滿這個詞很形象的描述祂與教會會
員同在與內住的關係。

耶穌應許這種與神親密無間的關係有些什麼具體的表現呢？



1.1 聖靈的同在與內住使人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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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提到祂離開對門徒的益處，“我將真情告訴你們：我去是 與
你們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

差祂來”（約 16:7）

聖靈與信徒永遠同在，即祂將陪伴他們進入將來的新天新地。



1.2 聖靈的同在與內住使人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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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聖靈無所不在，福音因此也將傳給世界的每個角落，而當時
耶穌的傳道工作只局限在猶太人的當中，地區也局限在加利利與

耶路撒冷。

舊約時代的聖靈只在個別人身上，而新約時代聖靈賜給一切悔改
受洗的人（徒 2:38-39）。



1.2 聖靈的同在與內住使人認識神

15



1.3 聖靈的同在與內住使人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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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同在也是聖靈的內住，在你們裡面（約 14:17）17 就是真理
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

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

聖靈的工作使人認識罪，悔改接受耶穌。

當人願意受洗，聖靈進一步的同在與內住使人更認識神，接受神
在人心裡的救贖與改變的工作。



2.1 聖靈實施救恩使人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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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應許祂不撇下門徒成為孤兒，祂應許與他們一直的同在，並
且將永生賜給他們。因為祂說，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祂從死

裡復活，永遠活著，因此，我們也要從死裡復活永遠活著。

聖靈在基督實現救恩的過程中，做兩件事:



2.2 聖靈實施救恩使人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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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聖靈使耶穌釘十字架後，從死裡復活，為此，耶穌在過不
多久，世人不見祂的時候，門徒可以親眼看見復活的基督。

第二，聖靈使基督住在所有門徒的心裡。為此，耶穌沒有留下他
們為孤兒。雖然耶穌過不了多久將被接升天，祂將祂的話賜給門

徒，聖靈借著基督的話使他們知道他們非孤兒在這世上存留，反
而他們帶著主給他們的使命在地上生活，卻有永生的確據。



2.3 聖靈實施救恩使人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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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將基督的同在借著基督的話帶給人，

並且將基督所成就的救恩通過門徒傳給更多的人。

聖靈實施基督所成就的使人得永生。



3.1 聖靈使人愛神遵守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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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第14章20節裡說明到那日，即祂從死裡復活，聖靈從天降
臨的那日，聖靈會帶領門徒作兩個非常重要的事。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
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3.2 聖靈使人愛神遵守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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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認識到基督在父裡面，門徒在基督裡面，基督也在門徒裡
面（約 14:20）。

對神這樣的認識是以前歷代的眾聖徒所盼望的。

三位一體的神被門徒確立而認識，並且他們通過聖靈的工作知道
他們在基督裡，進而認識了父。

這種認識神是誰，並且清楚知道與神如此的關係是通過聖靈來作

成的。



3.3 聖靈使人愛神遵守神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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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聖靈將神的愛賜給信祂的人，使他們可以遵守基督的命令。

在以前的時代，聖徒們知道應該愛神遵守神的命令，但律法寫在
石板上。

如今聖靈將神的命令寫在我們的心版上，並賜給我們神的愛，使
遵守神的命令通過愛神來完成。



二．被聖靈充滿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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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靈充滿 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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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明白神將聖靈賜給我們來認識祂，知道在基督裡神所賜的永生，我

們通過愛神來遵守神的命令。 我們求神的聖靈來充滿我們，靠祂的能力
活出神所賜的永生。

神賜給我們的永生就像當年神賜給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當以色列人來到

迦南地的時候，他們要憑信心，靠神賜給他們的元帥，與迦南人征戰收復
土地，並靠神所賜的雨水耕種田地，長出美果。

同樣，基督徒會員當靠聖靈，憑信心活出神所賜永生。我們卻是要與肉體

的情欲征戰，使生命順服基督，並且靠聖靈，生命結出美善的果子，使頌
贊歸於神。這是被聖靈所充滿的生命，就



被聖靈充滿 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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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保羅在加拉太書5章節所說：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

的情欲了。17 因為情欲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欲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
能作所願意作的。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19 情欲的事，都是顯
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

黨，紛爭，異端，21 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
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同釘在十字架上了。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26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加
5:16-26）。



被聖靈充滿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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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給我們看到基督徒如何順著聖靈的工作，

從一個負面的角度來看，就是治死肉體的情欲；

從一個正面的角度審視，生命要結出美善的果子。



被聖靈充滿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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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生命是一個被神所救贖的生命，也是神所應許的永生。

永生不只是時間上的延續，而且是生命品質上的改變。

如果我們一直放縱肉體的情欲，那是與神為敵，不能承受神的國了。

承受神所賜的永生，一定與基督美善的生命聯結，長成基督的身量。



被聖靈充滿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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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經過十字架的死而復活，基督徒同樣經過與基督同死同埋葬
從死裡復活的過程。

聖靈幫助我們向著罪與基督同死，聖靈也幫助我們向著基督而成
就的義而活。



1.1 順聖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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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悔改歸向神，受洗歸人基督，聖靈與我們同在並且內住在
我們心裡。

順聖靈而行的意思是照著聖靈的引導與感動而行路，即生活。



1.2 順聖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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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因為還有盈餘的罪，也就是罪的權勢，或者說肉體的情欲，
我們需要聖靈的説明來克服。

保羅先指出一個相爭的事實：情欲與聖靈相爭，聖靈與肉體相爭，
他們彼此相爭為敵。這意味著當基督徒繼續活在肉體情欲之中，

他一定會使聖靈擔憂，失去與神的親密與平安。



1.3 順聖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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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他們一直在其中，持續不斷的不順聖靈而行，一直放縱肉體
的情欲，也許他們起初沒有真正悔改，也意味著他們開始就沒有

得著神所賜的永生。因此，他們不能承受神的國。這些情欲的事
不是籠統或抽象。

保羅具體地列舉：姦淫，污穢，邪蕩是指在婚姻以外的不道德性
行為；拜偶像，邪術是敬拜別神，取得不正當的邪惡勢力； 仇

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嫉妒指對他人與弟
兄的恨，住在黑暗中；醉酒，荒宴是自我尋歡作樂與自我傷害。



1.4 順聖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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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具體地列舉：姦淫，污穢，邪蕩是指在婚姻以外的不道德性
行為；

拜偶像，邪術是敬拜別神，取得不正當的邪惡勢力；

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嫉妒指對他人與
弟兄的恨，

住在黑暗中；醉酒，荒宴是自我尋歡作樂與自我傷害。



1.5 順聖靈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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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是罪惡所生發的工作，可以靠著聖靈能力與基督同死同埋
葬，來治死它們。



2.1 靠聖靈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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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順著聖靈的引領來生活，不再去放縱肉體的情欲，我們一定
會在新生命上成長，以致於生命結出果子。

以前的生命沒有神，生命敗壞長出壞果，其結局是審判與焚燒。

而如今的生命蒙基督的拯救，聖靈的同 在與內住，聖靈作工使
我們生命結出與基督相似生命果子，使神的名得稱讚。保羅 在

22-23 節 所列舉的基督徒品格都曾基督的身上彰顯。為此，聖靈
幫助我們越活越 像基督耶穌。



2.2 靠聖靈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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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個品格，仁愛，喜樂，和平是我們向 著神的生活態度。我
們愛神，神成為我們喜樂的泉源，神使我們在凡事上經歷祂賜

的平安。

其中五個，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是對待他人要有耐
心，不以 惡報惡，相信他人，以溫柔謙卑的態度待人。



2.3 靠聖靈結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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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節制是對自我的謹守的態度。作到不偷懶，放縱，卻持
守真理的純正。

我們的 結果出於一位聖靈。同時，這些品格彼此相聯，缺一不
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