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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課 要被聖靈充滿（下）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12 月 1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約一 2:27) 

 

禱告： 

    主耶穌啊，謝謝祢。為著每一次我們能來到祢的座前，來聽祢親自對我們說話，我們心裡

就充滿了感謝。主啊，在一個這麼重要，又是我們最需要的題目面前，我們更是謙卑地來仰望

祢。聖靈被差遣來就要把我們帶入一切真理的實際，我們就求：今天聖靈真是在這裡做開啟的

工作；也幫助我們來真認識這位偉大的聖靈。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因為這個題目比較大，所以我們分成兩次講。上一次我們的重點是在複習對聖靈該有的認

識。今天回到我們的主題，叫作《要被聖靈充滿》。因為是門徒訓練，所以，我們就不著重在

太多的真理教導。其實我們不管是講《新約神學》、或是《基礎神學》、或是《基要真道》的時

候，我們都講過這個主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聽。 

上次我們講到聖靈和對聖靈該有的基本認識。第一、就是絕對不要把祂想成只是一個能

力、或只是一個經歷、一個感覺、或者一個感動。雖然，祂臨到我們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很多

的時候是讓我們很強烈地被感動或是讓我們有很深的一些經驗。但是，祂是一位有位格的，祂

是三一 神裡面的這個聖靈。所以我們需要經歷到、認識到祂實在是活生生的，是得了榮耀的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12-01 

 

ND-207.2                                                                             Page 2 
 

耶穌基督。祂在聖靈裡面回到我們中間，祂成為我們的生命。然後，祂親自跟我們同在。祂以

我們的心作為祂的居所。 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十九節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

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聖靈是從 神而來，所以，要在我們的身

子上來榮耀 神。主耶穌也說：「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裡來。」（約 16:7）祂又說：

「我去，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約 14:16）我們就知道聖靈是有祂獨立的位格

的。祂是耶穌基督那位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耶穌死而復活、升天得了榮耀以後，祂在聖

靈的裡面回到我們中間來。 

我們上次也講到聖靈賜下的目的，第一件事，就是為 神的兒子作見證，要榮耀 神

的兒子。第二件事，約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節到十四節說到，祂來是要帶領 神的兒

女們進入一切的真理。很多的真理我們似懂非懂；很多的真理我們懂了，但是可能沒有經歷；

很多的經歷我們有了，可能只是膚淺。所以聖靈來了，就讓我們從不懂的變成懂的；從懂的變

成有經歷；從有經歷變成更深的經歷 — 這一直是聖靈在這裡做的事。 

第三件事，聖靈來是要完成 神的旨意。寶座前的七靈被打發出來，是要來完成 神永

遠的旨意。這裡我們主要講了三個方面：第一，聖靈在我們個人的身上，就是要改變我們

這些蒙恩得救的人，祂調度萬事，叫萬事互相效力，要改變（transform）我們，把我們

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這是聖靈今天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有的工作。最近主日信息和主日

學的題目，常常都是息息相關的。今天早上我們正好講彼得怎麼樣從一塊石頭變成一塊柱石；

從屬土的變成屬天的；從屬血氣的變成滿了屬天能力的人 — 都是因為聖靈的改變工作。第

二，講到祂要建立基督的身體。我們這些受洗歸入基督的都被聖靈浸在一個身體裡面

（baptize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成為耶穌基督的身體。聖靈來，把各樣的恩賜賜給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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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弗 4:12）為的是要把整個基督的身體建立起來。 第三，是講到

聖靈在這裡預備新婦，為了迎接主的再來。這些都是在基要真道上，我們需要知道的。 

五〃聖靈裡主要的經歷 

現在簡單地複習一下聖靈裡主要的經歷以後，我們就回到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 

“被聖靈充滿”。聖靈裡主要的經歷，從《聖經》真理上，我們把它歸納出五個主要的

工作，也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的經歷。 

1. 重生得救 

   《約翰福音》第三章第五節主耶穌對尼哥底母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 神的國。」那一段話是主耶穌跟尼哥

底母談論重生 — 人若不重生不能進 神的國。但是你要怎麼重生呢？你如果不

藉著水和聖靈，你就不能重生。我們之所以能夠跟 神國有份；我們之所以

能夠重生得救是因為聖靈重生了我們。《聖經》上也說到，藉著耶穌的復活

重生我們；或是藉著主的道重生我們。在這裡特別說到：如果不是藉著聖靈和

水，我們就不能進 神的國。這是我們需要瞭解的《聖經》上怎樣提到重生。 

2. 聖靈的內住 

 包括：恩膏的教訓，聖靈裡的禱告，光照，安慰，指引，供應，同在同行… 

當我們悔改認罪接受耶穌基督的寶血、祂的赦免、祂的潔淨之後，我

們就成為一個殿，成為聖靈的居所。剛才我引用的哥林多前書第六章第十九節

到第二十節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12-01 

 

ND-207.2                                                                             Page 4 
 

要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

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所以我們就成為祂的居所，聖靈住在我們裡

面——聖靈內住。另外我們上次也讀過以西結書第三十六章第二十六節到第二十

七節，主說：「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我必將我

的靈放在你們裡面。」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 

 以前有一個年長的弟兄，有一次他在樓上親近 神、禱告 神的時候，突然聖

靈開啟他基督內住、聖靈內住，他高興得從樓上衝下來，抓著正在樓底下做早飯

的另外一個弟兄，他說：“弟兄，你知道嗎？主住在我的裡面，你知道嗎？” 那個

弟兄就被他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緒：“你天天講道都說主住在你裡面，今天幹嘛

好像發瘋了一樣？好像發生了不得了的大事一樣？” 因為他那天被聖靈開啟了，

看見主真是住在自己的裡面：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夠祂居住的那位偉大的主，今天

居然住在我的裡面！那是一個爆炸性的看見！另外一個年長的弟兄，也是有一天

被主開啟的時候，他連走在馬路上心裡面都在說：“你們不要碰我 — 偉大的 神

住在我的裡面！” 這個叫做 “被開啟”。“知道” 是一件事，“被開啟” 是另外一件

事情。 

 主要的經歷: 1) 恩膏的教訓，2) 隨從靈而行，3) 在聖靈裡面禱告 

   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給我們帶來各樣的經歷，像我們常常講到的恩膏的

教訓，在聖靈裡面的禱告，或是聖靈在我們裡面的運行，祂光照、安慰、指引、

供應，祂與我們同在，祂責備我們，聖靈的禁止等等…都說到聖靈在我們裡

面所有的工作。 這裡提到三種主要的經歷： 第一，是講到恩膏的教訓；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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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講到隨從靈而行；第三，是講到在聖靈裡面的禱告。這些題目每一個都很大，

我們在這裡只能簡單地提一下。 

《約翰一書》告訴我們說：「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

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

裡面。」（約壹 2：27）你就曉得活生生的聖靈住在我們裡面，祂給我們的

感覺好像膏油在塗抹一樣（anoint），祂在我們裡面光照、安慰、指引、

幫助，就是在我們裡面運行。這是恩膏的教訓。 

隨從靈而行 — 羅馬書第八章第四節說到：「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

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叫我們不要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

聖靈在我們裡面，隨從聖靈的就是生命和平安。隨從肉體的是什麼？是死。所

以在我們裡面有兩個力量一直在運行 — 聖靈與情慾相爭，情慾與聖靈相爭。

今天你跟從誰，就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隨從肉體的就是死，因為你所碰

到的就是死亡的，是 神所不要的。當你隨從靈的時候，就是生命和平安。

你越隨從靈，你裡面就越滿了生命；越隨從靈，裡面就越滿了平安。這

是很明顯的，是從我們自己的經歷上可以證明的。所以，保羅一再勸我們要隨

從靈而行。 

最後一個講到在聖靈裡面禱告，就連我們的禱告都要在聖靈裡。這是聖靈

內住主要的經歷。 

3. 聖靈的管治 ─ 最大的受恩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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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講過 “聖靈的管治”。如果你聽過“聖靈的管治”，不管聽過幾遍了

或是上次是第一次聽，從聽到這個教導到現在，你真的覺得聖靈在管治你的，

請舉手。很好啊，絕大部分都有。從上次聽到現在，你沒有辦法分辨到底是不

是有 “聖靈的管治” 的，請舉手。不要客氣，勇敢地舉起來。我希望你們的小

組長或是同工能夠幫助你。 

聖靈真是在這裡為我們調度萬事。聖靈的管治永遠是正面的、是積極的：

祂是要把我們模成 神兒子的形像。聖靈的管治不是要來找我們麻煩的，祂

就是藉著所有的環境，就像我們今天早上講彼得一樣，主耶穌把彼得帶到各種

的處境（situation）。每一種的處境（situation）、每一種的狀況裡面，其實主都

在教導他。今天主日信息的大綱上我只列了七件事情，你如果仔細看我的綱要

底下寫……，就表示還有很多很多。對不對？ 

你說聖靈管治多不多？真的很多。有人用一句話可能傷到我們；一件事情

可能就激動到、碰（push）到我們的某個不能碰的點（hot button）；或是今天正

好在你最疲倦、最累的時候， 神藉著一個弟兄、一個姊妹的禱告一下子把你提

升起來。聖靈知道用什麼方式來提升我們這個人，提升我們的生命、價值，

提升我們跟祂的關係，這是聖靈所有的管治的目的，都是積極的。所以

千萬不要以為聖靈在我們身上的管治是找麻煩，的確對肉體來說絕對是

找麻煩。但是 神的目的是建造我們、是祝福我們，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 

4. 聖靈的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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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叫作 “被聖靈充滿”？其實是聖靈內住經歷在深度上和廣度上的

擴大。不僅僅擴大，而且祂滿溢出來，祂是很豐富、很豐滿的。而且《聖

經》給我們的命令是要 “被聖靈充滿”，以弗所書第五章第十八節:「要被聖靈

充滿。」（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這裡動詞用的是現在式，所以是一個現

在式的命令 — 要不斷地 “被聖靈充滿”，不是一個經驗而已，而是一個持

續的狀態。 

以前我講過兩個小孩子間的對話，一個弟弟問他哥哥說：“哥哥，為什麼這

些金魚都要養在金魚缸裡？” 他的哥哥就罵他：“笨，因為外面有貓嘛。”答案

對不對？也不是不對，對了一部分。魚之所以在魚缸裡面活，不光只是因為外

面有貓，那的確可能是一個危險就是了。但是牠真正在水中游，牠不是單單為

了逃避貓，而是因為像 ”如魚得水” 所表達的那樣 ：牠在水裡面，是牠快樂、

享受、生命成長的一個環境，也是牠最舒服的地方。所以我們 “被聖靈充滿”

不是說只是為了要在難處中得勝，要在試探面前得勝，或是在痛苦中得安慰。 

“被聖靈充滿” 是一個常態，這是 神給的命令。不是只是為了你偶爾的需要，

不是只是為了某一個爭戰，或為了某一個痛苦。它應該是一個常態，應該是 神

兒女們經常有的經歷。所以用現在式來說，就是我們要常常、要不斷地 “被聖

靈充滿”。 

5. 聖靈的澆灌 

“聖靈的澆灌”，就是在《使徒行傳》中特別講到的，要穿上（cloth）、 要

披上上頭來的能力（the power from above）。賓•路易師母（Mrs. Jessie 

Penn-Lewis）在講到 “聖靈的澆灌”  的時候，她說所有聖靈澆灌的經歷、靈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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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歷都是為了事奉。就是 神把能力披在拿撒勒人耶穌身上、 神用上頭來的

能力披在使徒們的身上，讓他們起來講話的時候就跟從前不一樣。從前一點的

風吹草動就怕，使女一說：彼得你是主的門徒，他就三次否認，那是充滿了恐

懼。可是當他們穿上上頭來的能力的時候，他們站起來講道，三千個人、五千

個人得救，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境界。這是 “聖靈的澆灌”。“聖靈的澆灌”

特別是為了事奉上、福音上、見證上、爭戰上、試煉上有特殊的需要，

聖靈將上頭來的能力或特別的恩賜臨到祂所使用的器皿身上。所以，整個

聖靈澆灌的果效叫我們得到上頭來的能力，或是得到特殊的恩賜，有的時候就

是為了特殊的需要。 

你們也聽過吳勇長老作的見證。他不會講廣東話，有一次在一個聚會裡需

要翻譯，雖然他自己也不會講，但是他就突然開始講起來。這個不同是非常明

顯的。我也不會講廣東話，但是至少還會講一句話。你用同樣的發音，隨便去

編一編也許還可以騙得倒一些人。但是吳勇長老作見證的時候，他說他那天講

話，他自己裡面完全不會廣東話，但是 神讓他講的信息就是變成廣東話出來了。 

另外一個是我看到的見證。在一個聚會的裡，有一個弟兄突然被聖靈感動，

說起方言來了，這個方言是他從來沒說過的方言。完了以後，就突然有個猶太

人跑來找他，就用希伯來話對他講，劈裡啪啦講了一大堆話，那個弟兄聽都聽

不懂。他就用英文跟那個猶太人說：“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他說：“你怎麼會

聽不懂呢？你剛才禱告全部用希伯來文禱告， 神藉著你的禱告大大地安慰我、

幫助我，給了我很大的力量。你怎麼說你不會希伯來文？你的禱告是道地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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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來文啊。” 那個弟兄說：“不（NO），我不會講希伯來文。” 這是為著一個特

殊的需要，為著一個特殊的工作， 神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看彼得。彼得哪裡能夠叫瘸腿的站起來？我們有誰可以叫一個生來瘸

腿的當場起來？沒有一個人有這個能力，這是聖靈的能力。所以，在一個特殊

的需要裡面， 神可以把需要說的話、需要的能力、恩賜賜給一些特殊的

器皿，在那個場面裡，能夠帶來一些改變性的局面。你看像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他們可以在曠野裡面對兩萬個人講

道。我們昨天同工會在那裡的陽臺上，我沒有麥克風，我都已經要扯著喉嚨講

話，那不過才 60 多個同工在那裡。他們卻可以對兩萬多個人講道，弟兄姊妹，

那是上頭來的能力。 

很多的時候，我頭痛到覺得我今天根本不可能講道了，因為都要吐了。可

是站到臺上來，所有的痛苦被 神的能力覆蓋（cover），整個人就在這裡釋放 神

的信息。弟兄姊妹完全看不出來，我一樣生龍活虎，我一樣跟你們談笑風生。

你哪裡曉得我上去前跟下來後都苦不堪言？可是在臺上的時候， 神的能力就澆

灌我們，讓我們可以傳講 神的信息。你越體貼自己，你就伏在身體底下。

可是當你仰望 神的時候， 神有特別的能力會臨到我們身上。 

所以，我想這五件事情， 基本上是聖靈在我們身上最主要的經歷，但是我上一次

開頭就跟大家講過了，我們每次講到這麼神聖的題目的時候，心裡面都覺得非常不配

講這個題目。聖靈太偉大了，不是 “一、二、三、四、五” 可以講出來的。聖靈是獨

行奇事的，就像風隨著自己的意思吹，我們不能夠限制祂。所以，也不能把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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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的工作當作 “一、二、三、四、五” 來講。希望你們都了解，我們講這個題目太

不配，也沒有資格敢把祂學術化，或把聖靈的工作列成公式化來講。但是我們現在只

是照著《聖經》的教導，看見聖靈幾個最主要的工作，把它列在這兒。祂仍然是獨行

奇事，祂所做的遠超過人所能明白、所能講的。所以，聖靈在我們蒙恩得救的人身上

該有的經歷或是可能有的經歷，我在這裡只是簡單地列了這五個：重生得救、聖靈內

住、聖靈管治、聖靈充滿、聖靈澆灌。 

 

六〃幾件當注意的事 

在我們講到要被聖靈充滿以前，請大家先翻到最後一頁講義 “幾件當注意的事

情”，我很快地提一下。然後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要“被聖靈充滿”，要怎麼樣能

夠常常 “被聖靈充滿”。這是我一生也都在學的功課。 

1. 聖靈裡一切的經歷都須以聖經真理為根據 

2. 所有的經歷都必須是為了更深得著主且被主所得著，而不是重在經歷的

本身。 

3. 聖靈是隨己意將恩賜分給人，所以千萬不要強求、模仿、嫉妒、論斷…

別人的恩賜與經歷 

4. 聖經教導我們「要被聖靈充滿」，所以不要因為有些不正常、偏激或錯

誤的表現而拒絕或害怕讓聖靈工作 

5. 不是所有的神蹟、奇事(signs & wonders)都可相信，尤其到了末世，許

多假先知甚至假基督都會出來，且能行各樣大神蹟、大奇事， “若是能

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 太 24：24) 同樣也不要隨便去論斷一些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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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不讚同的表現，以免我們干犯聖靈 ‐ 除非他們明顯地違背了聖經

的真理，對神兒女們造成混亂或傷害。(太 12：31) 

6. 清心追求主是得著聖靈充滿的秘訣─當我們不把注意力放在周圍的人

事物，自己的光景、思想、感覺…而更全人、全心、全愛都集中在耶穌

身上，用一顆單純、渴慕、敞開的心，憑信與主交通時，就常會經歷到

被浸透在聖靈的同在與運行裡。 

7. 聖靈充滿，靈浸經歷中最中心的感覺就是「遇見主」，浸透在 祂的同

在裡。─各人反應可能不同，所以不用模仿，不用比較，不限制自己，

不受人攪擾，更不要評論別人，要讓聖靈自由運行。 

8. 聖靈充滿和靈浸的經歷都會叫我們的事奉和見證充滿上頭來的能力，最

終的目的就是為了「榮耀基督」 

9. 要特別為那些有顯著聖靈恩賜者禱告 

1) 不被人意驅使，不用人手摻雜或被仇敵破壞 

2) 完全在聖靈掌管下來使用恩賜，使人真得益處(林前12：7)，教會得著建造 

10. 聖靈與十架的工作乃相輔相成--更深、更多的十架帶下更多的聖靈祝

福，而常被聖靈充滿的人，必然也會更忠心、更甘心、更有力的走十架

道路 

我在這裡列了十個點，我不會都講。第一個點，我說到聖靈裡面所有的經

歷都必須是要以《聖經》的真理為根據。如果你有任何的經歷超過了《聖經》

的範圍，我都請你不要隨便接受。不管它是不是超然的（super natural）、不管它是

不是有一個很超然的事情，讓你覺得：“唉呀，怎麼可能？如果沒有 神，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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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連撒但都可以做光明的天使，很多的天使都可以行超然（super natural）的事

情。如果撒但曾是天使長，牠要行超自然（super natural）的事是太容易的事情。 

以前在山東大復興以前，那裡鬼曾經到處在人家身上附。那些被鬼附的人可以

整個人在天空飄的，像超人（superman）一樣。他超然（super natural）、他可以做

很多超自然的事。臺灣的乩童可以用刀砍身、可以用腳走火，他可以毫發無損沒有

事，他可以這樣做很多的事情。超然（super natural）的事情絕對不是我們判斷

是不是聖靈的工作的根據，千萬不要這麼膚淺。他可以講預言，實現了，你

也不要去相信。所有的東西要回到《聖經》裡面，然後要用十架作為根基。 

所以，第十個點，聖靈跟十字架的工作是相輔相成的。不可能離開十字架講聖

靈的，因為聖靈的降下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贖——祂完全得勝，祂下到陰

間得勝擄掠眾仇敵，升上高天擄掠眾仇敵，回到父的面前得到了榮耀，然後父把所

應許的聖靈賜下來。如果一個人一天到晚在你面前，賣弄他聖靈的經歷：“我會說

方言。”然後，跳啊、叫啊，滾啊，好像很厲害。但是他的脾氣還是老樣子，他結

不出來生命的果子，他驕傲，他爭競，很多屬肉體的表現 — 那個都是肉體。聖

靈絕對不會離開真理，聖靈絕對不會離開十字架。而且聖靈所有的工作一定

跟生命的果子會發生關係的。所以相輔相成，更深更多的十字架會帶來更多

聖靈的祝福。然後一個人更多被聖靈充滿的話，他一定會更甘心、更忠心地

走十字架的道路。 

第二個點是：所有的經歷都必須是為了更深得著主，而且更多被主所得

著，而不是重在經歷的本身。請大家要注意這件事，所有聖靈的經歷，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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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為了更深地得著主、認識主，然後更多地被主所得著，而不是重在經歷的

本身。 

二、三十年前，當靈恩第三波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勸我放下成見，要勇敢

地出去看聖靈的工作。因為知道自己對《聖經》蠻認真的，對真理掌握得蠻清楚

的，所以我們就放下成見，仰望 神說：“主，我願意來了解。”我們就很小心地更

多地出去。然後就發現在很多的聚會裡，他們很在乎你有沒有滾在地上，有沒有

倒。所以，每一次開始所謂的 “會後服事” 的時候，後面就站著一排人準備接你，

就是你一被禱告的時候就會倒下去。我就聼到旁邊的人說：“你怎麼都不倒，你放

鬆嘛，你一鬆就會倒的。”那個注意力是在倒不倒了，而不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如

果你不倒，他們就把你推一推，要你倒：“鬆、鬆、鬆，你看，就好了嘛”。所以

弟兄姊妹，千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面這些經歷上。 

有的人就說，我沒有觸電；我沒有打滾；我沒有說方言；我沒有怎麼樣的。

那個注意力都在經歷上，這是很容易讓我們天然人去注意的東西。我不是說都是

錯的，我只是說你一定要小心，你一定要把注意力，把整個追求的目的是放在

主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經歷的本身。很多的經歷是人自己找出來的，很多的經

歷是被欺騙的。你可以隨著自己的情緒，你可以隨著自己最近的遭遇會有不同的

表現。像有的人最近犯罪犯得很厲害，他很可能就開始大哭，哭得大聲得不得了。

有的人最近可能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特別的事，他可能就大笑。所以，他會根據他

自己的情形在那裡有一些魂的表現。 

那真正碰到聖靈，真正被聖靈充滿，有沒有經歷？當然有經歷。但是你不是

把經歷擺在前面，這個經歷也不是從我這個人出來的，乃是從聖靈來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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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注意力一定要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在經歷的本身。所以你不要去在乎別人，

更不要去學別人。我看過太多的人去學別人，我覺得那都是不需要的。 

現在要看第六個點，這個點很重要，因為跟我們今天要講聖靈充滿非常有關。

我在這裡寫：聖靈充滿或是靈浸的經歷中，最中心的一個感覺就是你遇見主，

然後你浸透在祂的同在中。所以，我們講聖靈充滿，我們很可能會覺得就是觸

電啊、或是開始哭啊、或是說方言啦、或是有一些特殊的表現，其實都不是的。

一個人被聖靈充滿，他有一個最中心的目的、經歷和感覺，就是他活生生地

感覺遇見了主，他整個人浸透在主的同在中。 

我們很少跟弟兄姊妹講我們一些靈恩的經歷。我自己會說方言，我在親近 神

的時候也被聖靈充滿，甚至起來在主的面前忍不住地舉手啊、流淚啊、歡唱啊，

希望你們不要誤會，甚至有的時候真的被充滿了，忍不住在主的面前跳舞過，雖

然我不會跳舞，我連大學舞會都沒去過。帶領我的榮教士是一個非常保守的蘇格

蘭後裔，非常傳統（tradition）的，她被 神的靈充滿的時候，她也忍不住在主的

面前癲狂。這是個人在主的面前為主癲狂，但是為衆人謹守，那個經驗不多。你

那個經歷是什麼，你要壓都壓不住的。你遇見 神，你就是喜樂；也有人遇見 神

是痛哭悔改的；或是遇見 神，整個人在一個神聖的安靜中。我常常跟別的弟兄姊

妹講，我遇見 神，親近主被聖靈充滿，最多的經歷跟我最寶貴的經歷，常

常反而是很安靜的。在一個很深的安靜中，俯伏浸透在祂的同在裡面。那真

是享受，你真的就覺得：天就在你的周圍，你跟主之間就是這麼深地相親。

而不是現在一般的靈恩運動告訴你的，你會大喊大叫，會觸電，會滾在地上，我

覺得我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那麼主給我們什麼經歷，主怎麼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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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我們，主是叫我們認罪悔改呢，叫我們喜樂呢，叫我們安靜呢，還是叫我們

俯伏敬拜呢…弟兄姊妹，那是聖靈的工作。你遇見主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曉得大家能不能聽得明白。但是，我至少希望先調整注意力 — 不要把

注意力放在周圍的人、事、物、或自己的光景、思想、感覺；而是全人、全

心、全愛都集中在耶穌的身上。用一顆很單純、很渴慕、很敞開的心，憑著

信心和主交通，你就會經歷到被浸透在聖靈的同在和運行裡。這是我把我自

己的一些經驗寫在這裡，當然，我自己還差遠了。這是第六個點，講到清心追

求主是得著聖靈充滿的秘訣。 

第七個點“聖靈充滿”就是我剛才講的，每一個人的反應不同。不要模仿、

不要比較、不要限制、也不要受人攪擾，更不要批評論斷。讓聖靈自己來做。你

把注意力集中在遇見 神、渴慕 神、就是整個人的愛都集中在祂的身上。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講：我們要被聖靈充滿，等一下我會講到帶著渴慕的心來

到主的面前。我們可以藉著很簡短的詩歌，藉著熟讀主的話、反複地用主的話來

禱告，把我們的渴慕向主敞開。我常常講說：渴慕主、需要主就好像一個瓶子、

一個器皿把蓋子打開來一樣。你把一個瓶子丟到太平洋，太平洋可以不可以充

滿它？答案是：“可以”，也是 “不可以”，關鍵是在於蓋子開不開。蓋子如果開的，

那個器皿大到像美國這麼大，太平洋都可以充滿它。蓋子如果關的，小小的一個

瓶子丟到太平洋，太平洋也沒辦法充滿它——那個蓋子是一個關鍵。 

所以，我們要把對 神的渴慕向主敞開：“我需要祢，需要祢；無時不需要祢。

切切求主賜恩，神我來就祢。”。常常在我很軟弱的時候，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唱這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3-12-01 

 

ND-207.2                                                                             Page 16 
 

樣的短歌在主的面前。我說：“主啊，我需要祢。我真需要祢。每個時刻我都需要

祢。我切切地求主賜恩在我的身上，我今來就祢。”當你這樣一遍一遍唱的時

候，你就發現好像水就開始進來，你的蓋子打開來了，活水就開始進到那個

乾旱的器皿裡面。你就發現，不知不覺地你就滿了主的同在，好像被主的愛

所充滿，你很自然地就在深處裡面遇見祂。不需要打鼓、拍手、不見得要跳，

每種方式都不一樣。但是，重要是在我真正遇見祂。所以，清心追求主是得著聖

靈充滿的秘訣。 

第八個點：聖靈充滿和靈浸的經歷都會叫我們在事奉和見證上面充滿了

屬天的能力，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榮耀基督” 。 

 

七〃如何被聖靈充滿？ 

我們現在回到前面來講 “被聖靈充滿”。其實，我已經一直在講了。人要被聖靈充滿，我

們很喜歡問的就是如何做（How）。我還是要再跟大家說，沒有一個屬靈的經歷、也沒有一個

聖靈的工作或是 神的工作，是我們可以把它公式化的。我們只能夠根據我們各人的經歷、根

據 神兒女們或是教會裡面，或是《聖經》上所教導的，我們可以稍微點出幾個點就是了。但

是，沒有人能夠說：“這就是了，這是唯一的路”。或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就只有這幾點。” 

聖靈絕對可以獨行奇事，追求被聖靈充滿有四個重要提醒： 

1〃 自己必須非常清心與渴慕被聖靈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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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被聖靈充滿，當然是聖靈自己的工作。這是從祂那一面來說。從我們這

一面的講，我剛才說過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必須是要非常非常地渴慕

被聖靈充滿。如果我們自己裡面沒有這個需要，這樣的渴慕的話，你不會隨便地

得到聖靈的充滿。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瓶子的蓋子是關著的。我可不可以問

一下，真正渴慕被聖靈充滿的，請舉手。你不要客氣。或是你覺得：我好像連這

個渴慕也沒有，我只是覺得我應該當個好基督徒，我沒有那麼渴慕要被聖靈充滿，

我甚至會怕。有沒有這樣的人？也有。 

以前有人問我：“于弟兄，你說要清心愛主、渴慕主，那麽渴慕從哪裡來？我

連渴慕都沒有。”其實，很多的時候，在我裡面也是連渴慕也沒有。自己軟弱跌倒

的時候，或是自己疲倦灰心的時候，或是自己很累的時候，很多的時候我連那個

渴慕 神的心都沒有。那麼，渴慕從哪裡來？當然一方面是從主吸引我們，就讓我

們快跑跟隨祂 — 祂那麼好，那麼美，我親近祂，我來聚會、讀經、禱告、我就

遇見了祂，這件事情吸引了我，讓我快跑跟隨祂。那你說：萬一祂不吸引我，那

我怎麼跑呢？ 

如果我們連渴慕都沒有的話，那麼我需要提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們可

以跟主要。你說：“主啊，我連他們的渴慕我都沒有。我可不可以求祢賜給我渴

慕？” 你至少要渴慕能夠有渴慕的心。你可以問主要：“我每次看到他禱告都好像

滿臉像天使一樣，那樣甜蜜地浸透在主的同在中，主，為什麼我連這個渴慕都沒

有呢？主，我好羨慕像他那樣愛慕耶穌。” 

如果你連這個禱告也沒有的話，主會幫助我們。可能藉著聚會，你遇見主了，

你就覺得你嘗到了這個甜頭，你開始渴慕主。就像小孩子吃到好吃的東西，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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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說：“我還要！” ，這是主在正面上幫助我們，藉著很好的聚會。彼得還在

講道的時候，叫一切聽道的人都被聖靈臨到他身上。那個是 神的恩典，對不對？

讓我們碰見主。 

如果在聚會裡，我們都天天關著瓶塞，然後生活裡面不順服、愛世界，生活

裡面主不在我們的裡面，那麼主就藉著另外的一種方法幫助我們，什麼方法？猜

猜看。就讓你苦個透、乾個透、軟弱個透，到最後你發現：主啊，我不能夠

再這樣下去了，我實在受不了，太苦了。當浪子要離家出走的時候，父親說：

“好，你拿去吧。” 他就出去揮霍了。揮霍到最後，全部花光了；揮霍到最後，朋

友丟棄他了，都是酒肉朋友；揮霍到最後，連豬吃的豆莢他都吃不到。而這個時

候，他在最深的痛苦、羞辱、貧窮的裡面，他突然想到：我的父親家中口糧有餘，

我在這裡要餓死嗎？他就回來了。所以，你可以從浪子的經驗被主帶回到 神的面

前。你也可以像那個大兒子一樣，明明在家中什麼都有，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享

受。直到有一天我們真正知道最大的享受是跟 神之間那個對的關係、愛裡面的關

係。因為我們平常的注意力都在我的需要、我的計劃、我的理想、我所在乎

的，直到那一天我們才發現，在我裡面最大的需要其實是 神自己；在我裡

面最大的需要就是被主耶穌來充滿。 

所以，第一件事情講到人的渴慕。那麼，這個渴慕是可以加深的。那個渴

慕的程度、渴慕幫助我們遇見 神的程度，關鍵在於我們要清心。如果我們

裡面有得罪 神的事情，或是我們裡面有太多的摻雜，或是我們裡面有太多

太多主以外的東西，不肯向主降服下來，我們就不容易被主充滿。我們越清

心，越容易被主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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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弟兄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試著把 “被聖靈充滿” 跟 “滿了聖靈（full of 

holy spirit）” 兩個稍微分別一下。他說：“„被聖靈充滿‟跟„滿了聖靈‟，有點不一樣。

就像有一個器皿，裡面放了一大堆的馬鈴薯。假設把水當作聖靈，然後，我開始

把水注入到這個器皿裡面，一直到它滿出來了。這個叫作充滿，器皿被水充滿了

（Be filled with water）。它被水充滿了跟滿了水（full of water）還是不一樣。因為

有很多馬鈴薯在裡面，雖然水已經滿了，甚至溢出來了。” 他說這個 “被聖靈充

滿” 的經歷並不代表你已經完全了，並不代表你已經是福音派所認為的全然

聖潔。所以，福音派對 “被聖靈充滿” 這件事情一直是有點反對的、攻擊的，覺

得人不可能一得救就被聖靈充滿，因為那是一個一生成長的過程。 

這個器皿裡面一大堆的馬鈴薯，加水之後，它滿了。這跟它是滿了水（full of 

water）是不一樣的。如果你要滿了水（full of water），你必須把所有的馬鈴薯全部

拿掉，讓這個罐子（tank）裡面裝的百分之百都是水。這個叫作“滿了聖靈”。司提

反是 “滿了聖靈”，這是講到他生命成長、成熟、被主煉透了，所以他裡面

充滿了聖靈，不只是一個充滿的經歷。 

所以，他說我們今天一個剛剛重生得救的人有沒有可能被聖靈充滿，當然有

可能。可是，裡面還是有很多的肉體、很多的摻雜，需要被主來工作、需要

十字架在我們身上破碎、需要主來剝奪、來潔淨、來倒空。我們這個人被聖

靈充滿的度量或是滿了聖靈的度量就逐漸地加深、加深、加深。所以，它不

是只是一個經歷，它是一個持續成長的過程。 

我們今天在這裡要來渴慕 神，這是講到第一件事情 — 你自己要，而且要

愛慕祂的顯現、要羨慕被聖靈充滿。而且，我們也願意順服主的要求。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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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所以，詩篇八十一篇第十節說到：「你要大大張口，我就給你充滿 。」

你不張口，祂怎麼充滿你呢？ 

2〃 對主的話要認真 

第二件事情，講到對主話語的態度，我們看兩節《聖經》。好不好？我們先看

一下《以弗所書》第五章第十八節到第二十節：「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

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地讚美主。凡事

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 神。」我們請向後翻，翻到《歌羅西書》

第三章第十六節到第十七節：「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

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無論做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 

你就發現保羅在寫《以弗所書》跟寫《歌羅西書》的時候，他後半部分的教

導都一樣：「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然後要帶著感恩的心，不管做

什麼，奉主的名感謝父。但是，前半部分的教導有點不一樣：《以弗所書》講要被

聖靈充滿。《歌羅西書》講要把主的話充滿在我們裡面，「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

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所以，主的靈跟主的話這兩個是相輔相成。要能夠經歷常被聖靈充滿，

我們對主的話一定要認真。你讀了很多主的應許、或是詩篇裡面的禱告、或是

聖經的教導，你晝夜思想，然後你又去默想，你會發現主的話在我們裡面會工作

的，祂會滿溢出來的。所以，很多的時候，你會藉著讀經、禱告，豐豐富富地

進到 神的話裡面去，然後你就發現聖靈真的也就在我們裡面滿溢出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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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兩個是相輔相成的。所以，絕對不要說，讀《聖經》是讀《聖經》，追求聖

靈充滿是追求聖靈充滿。其實，兩個都要充滿。我們被聖靈充滿，常常也就是

主的話在我們裡面一個工作的結果，因為你對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3〃 人的順服 

第三個是講到我們人的順服。人的順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使徒行傳》作見

證說：「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神的聖靈，會特別特

別多地賜給那些順從之人的。大家不要誤會，聖靈只有一位，不是說會多把聖靈

給他，那是從我們的經歷來説的。聖靈只有一位，聖靈給我們就是已經賜給我們

了，但是我們對聖靈經歷的度量、我們承受聖靈的度量卻有不同。拿撒勒人耶穌

承受聖靈是沒有限量的，因為祂這個人不成為 神任何的攔阻，祂絕對順服 神。

今天我們所有的不順服，都會攔阻我們享受、經歷聖靈充滿的度量。 

我剛才擧的那個例子，或許可以拿回來用。 神在我們身上要更多地去除掉這

些馬鈴薯（potato），或是我們裡面的石頭，好讓聖靈能夠更多地充滿。如果我們

不肯順服，不肯接受的話，那麼我們能夠滿了聖靈的度量就一定受到限制。完全

的倒空，帶來完全的充滿；完全的順服，帶來完全的安息。這是聖靈在我們

身上一個工作很明顯的例子。 

關於這個順服，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節，主耶穌也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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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講過，我們整個聖靈充滿的經歷，聖靈的經歷是集中在耶穌

的顯現，集中在我們遇見主。所以你要能夠真正地遇見主，你就要學習在主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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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上學習順服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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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我們引用了約翰一書第二章，

那裡講到恩膏的教訓的時候，說：「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約一

2:27），就是祂在我們裡面的要求 — 住在主裡面，就是遇見主。 

所以你要遇見主，要被聖靈常常充滿，一定要在我們生活裡面順服主，

不但在罪的事情上我們要脫離，而且在 神指頭特別指的事情上我們要脫

離。譬如說 神要你去跟一個人道歉，你老是不肯去；或是 神要你原諒一個人，

你老是不肯原諒； 神要你去做一件什麼事情，你老是不肯順服。那麼在這樣的情

形裡面，你很難被聖靈充滿。 

我曾經跟你們講過一個見證。有一次我自己在房間讀經的時候，那時候我還

帶著職業。我在職場上時，出了公司門，不想公司事，這是 神給我的要求。所以

回到家，我每天晚上大概至少有三個小時的時間是我靈修、讀經、禱告，為教會

禱告，或是做《聖經》筆記。你們會覺得我在《聖經》上怎麼花這麼多功夫，其

實我《聖經》的功夫絕大部分是在職場的時候下的，我一本本的筆記都是帶著職

業的時候寫的。 

我那時候回到家讀《聖經》，讀到亮光，都很高興，都很認真做筆記，一個一

個寫下來。有一天，主吃醋了，祂就覺得我天天讀情書，卻是忽略情人。你們知

道這個比喻嗎？跟太太三年沒見了，她終於來了，在你旁邊，你還在那邊讀她過

去兩年的信，好感動，你都不理她。所以常常讀經讀過頭了，被主提醒說：你光

在讀《聖經》，那説話的 神呢？所以我常常說讀經要遇見説話的 神，就是從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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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要在祂的同在中讀祂的話。所以，我有時候就放下《聖經》，就跪在地上

禱告，常常這樣一順服，主就充滿我。 

有一天，我也是讀經讀到一半，被主的愛感動，就放下《聖經》，跪下來禱告。

當我跪在那裡禱告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百葉窗我還沒放下來。那是夏天，所

以馬路上走路的人就會看到我跪在那邊，我就覺得很丟臉。突然裡面就有個自覺：

萬一鄰居這樣走過來，走過去，看到我跪在那邊，一定想于師母很厲害，這個馴

夫有術，罰我在那邊跪。所以我就一個箭步起來，把那個百葉窗放下來，關好了

以後再跪下來。那我一跪下來，剛剛裡面跟主同在、交通、喜樂的感覺，一下子

掉了。主說：你跟我同在到一半，你為什麼這麼自覺，這麼要面子，你為什麼在

乎別人甚於在乎我呢？ 

弟兄姊妹，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我這個人從小就是好面子。不管我再怎

麼樣禱告，想再進入剛才的感覺，但裡面那個喜樂、跟主同在的感覺統統沒有了。

後來我就順服主，起來把窗簾重新拉開來，開得大大的。然後回來，不光跪下來，

而且我把兩隻手擧起來，因為那個是向主的降服。雖然只是這麼小的一個順服，

但是當我那天這樣一擧手的時候，聖靈 “啪” 地澆灌下來，那個感動、主的愛、

主的喜樂一下子滿溢上來，我就一直流眼淚。所以那天我末後的情況其實比先前

更慘：不光跪，還舉手，還流眼淚，慘不忍睹。可是我已經忘我了，真的忘我了，

進到 神的同在裡面，那麽美好，完全不管這些了。在我人生裡面有幾次大的被聖

靈澆灌的經歷，這是其中的一個。 

我常常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小看這些小事，在生活裡面，我們求 神幫助我

們在小事上來順服祂。我們順服主的時候， 神就把聖靈賜給順從之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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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經》的話，不是我的話。那天我只是在那麼小的事情順服，主就這樣傾倒

祂的聖靈下來。我講這些話，我自己被主像螺旋梯一樣常常會帶回來，又再面對

新的挑戰，順服祂新的要求。 

4〃 與同伴一起來追求主 

最後一個講到同伴或是教會 — 我們到底是不是同心合意地一起來追求主、

在乎主？我們同伴很重要的，如果同伴們都是那些吃喝玩樂的，或是說說談談的，

你不容易被聖靈充滿。所以保羅勸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慾，同那些清心禱告

主的人追求這些。你看到初期教會，當他們復興、同心合意禱告的時候，不僅僅

聚會的地方地大震動，他們都被聖靈充滿；而且不只是少數的人被聖靈充滿，當

時的情形根本是整個教會被聖靈充滿。 

所以，我們的同伴也很重要，我們要為著教會的復興禱告。 如果我們的同伴

們，像有些年輕人一樣，聚在一起大家就是在玩遊戯（game），拿出這些手機（smart 

phone）玩遊戯或是電子遊戲（video game），你怎麼會被聖靈充滿？當然我們也不

是不准他們碰這些，但是如果天天在一起就是玩這些，我們怎麼被聖靈充滿？ 

如果真是有一班的同伴在一起，譬如說我們的禱告會，或是親近神的聚

會，大家心裡面都想更多地愛慕耶穌，更多地願意被耶穌充滿，更多地願意

教會能夠被聖靈得著，能夠起來為主做該有的見證，你就發現聖靈在我們裡

面的工作，在我們中間的工作就更明顯。 

我們要被聖靈充滿，除了這是聖靈獨行奇事的工作以外，在我們這一邊，人的渴

慕，而且是清心、深切的渴慕，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是我們在主的面前，對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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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態度 — 就是我們在主面前對主話語的渴慕、深入，也是很有關係的。常常用主

的話、用主的詩歌、用一些短詩來化成我們的禱告；用主的話，來化成我們對主的渴

慕，都會幫助我們容易進入到聖靈的充滿。第三個，講到人的順服。順服恩膏、順服

主的命令、順服 神對我們的要求。你每一次對祂降服，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那

個豐富的度量就更加增。第四個，講到同伴、同伴的重要。 

最後我還是要強調，要被聖靈充滿，不是一個令人羨慕的經歷而已，這是《聖經》

的命令。所以，沒有被聖靈充滿，其實我們就是在主的話語上虧欠 神，在主給

我們的要求上虧欠 神。我記得榮教士以前跟我講：我們倘若不被聖靈充滿，就是犯

罪。她常常把主的命令，即使是一個很小的命令，她都當作絕對的。主說不要為明天

憂慮，這麼小的一個命令，她說：我們憂慮就是犯罪。主說要凡事謝恩，她說：我們

不謝恩，就是犯罪，因為違背了主的命令。同樣地，主說要被聖靈充滿，她說：你不

肯被聖靈充滿，你也是得罪 神，因為你違背主的命令。她說這些的命令一點不小於不

可以偷盜、不可以殺竊、不可以奸婬、不可以…，因為這些命令也是主的命令，都是

主的命令。 

所以我希望我們不光羨慕被聖靈充滿，而且我們要順服，要求主幫助我們。

不僅有聖靈充滿的經歷，而且能夠常常被聖靈充滿，以至於我們在整個成長的

過程裡，藉著更多的十字架，藉著更多的倒空，藉著更多聖靈在我們身上的工

作，我們不光常被聖靈充滿，以至於我們後來真是成為一個滿有聖靈的人。 

    我們一起唱《聖徒詩歌》第 245 首，《充滿我》，我們唱一、三、四節，本來我想多留一點時間

禱告的，但是現在沒有了。那我們就藉著唱詩的時候，把我們的渴慕唱給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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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願主聖靈前来覆翼，漫我心靈沐我魂； 

       以祢神聖同在臨蒞，今来充滿我全人。 

 

(三) 我真軟弱，極其軟弱，只能俯伏祢腳前； 

       求主聖靈來充滿我，以祢大愛溢心間。 

 

   (四 前來潔凈，祝福、安慰，以靈浸透我心魂； 

       何等甜美！天來恩惠－祢正充滿我全人。 

 

   (副歌) 充滿我！充滿我！耶穌，今来充滿我！ 

         以祢同在將我淹沒，願主現今充滿我！ 

雖然我們的時間很倉促，副歌的最後一句話，說 “願主現今充滿我！（come，oh，come and 

fill me now）” 在每一個的現在，聖靈都願意充滿我們，祂早就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何等希望我們回家以後，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我們都願意花一點時間，帶著

深的渴慕，我們學習進到内心的深處，告訴主說：“主，我在這裡，我需要祢，我愛祢，我渴

慕祢。主啊，來充滿我。”常常把我們的器皿向祂大大地打開來，你再軟弱，再失敗，都表明

我們何等地需要祂。你就算沒有渴慕，總會有需要的。我們常常到主的面前說：“主，我需要

祢，來充滿我。” 我們每一天，你試著去花幾分鐘的時間，把我們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我要讀

經、我要禱告、我要為事情呼求、我要求 神祝福我，而是我們禱告的中心集中在我要來遇

見我所愛的耶穌。 

祂今天在聖靈裡面，已經回到我們中間，祂住在我們的心中，成為聖靈，祂就住在我們的

中間，我們每一天都來向祂有這樣的禱告。學習在生活裡，認知祂是有位格的，與祂交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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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分享，與祂同行，讓祂來光照我們，來安慰我們，來糾正我們，來勉勵我們，來陪伴我們。

這樣當我們常常這樣來親近祂、充滿祂，我相信我們的生活會完全不一樣。我們最後再唱一遍

副歌，然後我們禱告。 

充滿我！充滿我！耶穌，今来充滿我！ 

以祢同在將我淹沒，願主現今充滿我！ 

 

禱告： 

主耶穌，我們親愛的主，我們謝謝祢為我們在伽略山贏得了完全的得勝。我們謝謝祢，祢

藉著死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我們也謝謝祢，藉著祢榮耀的升天，擄掠了眾仇敵，祢為我們回

到了父 神的面前，來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今天，讓我們不僅僅在聖靈裡面得以重生，得到

了這偉大的生命，更讓我們因著聖靈的内住，讓主耶穌能夠永遠地與我們同在。 

哦，主，我們何等地讚美祢，為了這麽偉大的救恩，我們一生要來讚美祢。主啊，不讓我

們再忽略偉大的聖靈今天住在我們心中，祂在這裡光照、安慰、指引我們，也在這裡陪伴我們。

主啊，孩子真的求祢，越過我有限的話語，越過我們每一個人到目前為止有限的經歷，常來向

我們顯現；常用聖靈來充滿我們；常用聖靈來改變我們，好讓我們這一生，都能夠被浸透在祢

同在中，浸透在聖靈豐富的工作裡。 

謝謝主！保守祝福我們回去的操練，讓我們每一次心向祢敞開，向祢大大張口，向祢渴慕

的時候，祢就用祢的同在，用祢那最純淨的愛情來充滿我們。聼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