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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7/08 

認識聖靈,活出信仰               

            (Knowing the Holy Spirit, Living Out the Faith) 

                             

本周經文：羅馬書  8：1-17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

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隻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6.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7.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8.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 

9. 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10.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11.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

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12.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13.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14.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 

15.你們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父！” 

16.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証我們是 神的兒女； 

17.既是兒女，便是后嗣，就是 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

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本周箴言：   林后 3:17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 

 

謝謝李牧師的鼓勵和信任,謝謝弟兄姐妹的代禱! 讓我今天又一次站在這裡,和大家

分享主的道. 

 

誠實地講,每一次我站在這兒,心中都不安.因為我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是不配. 

 

從上個月李牧師告訴我今天要講道以后,我一直在默想,在禱告, “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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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前,在團契小組討論時,陳偉弟兄講到, “我們道理聽了不少,可是怎樣才能

活出來呢?” 他的話給我很深的印象.  

 

我們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時，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表白：“我知道應該怎樣去做，可

是常常行不出來。有時反而適得其反。想做得沒做到，不想做得卻一犯再犯。”以

至於會發出這樣的感嘆：“我真是苦啊！” 這其實就是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所

描述的內心的掙扎。 據說基督徒最熟悉的一節經文是約翰福音 3：16，第二最熟悉

的經文就是羅馬書第七章 18-19。這說明這個問題的普遍。 

 

聖經在羅馬書第八章告訴我們聖靈能使人脫離罪和死的律而得自由。我們這些受過

洗的基督徒不是已經有聖靈的印記嗎？為什麼依然有這麼多的問題呢？我們怎樣才

能靠聖靈來活出我們的信仰呢？有人說單單受過洗不夠，還要接受聖靈的洗，並要

追求聖靈的充滿。是真的嗎？這是聖經的教導嗎？那麼聖靈的洗和聖靈的充滿又有

什麼不同呢? 

 

今天我想通過羅馬書第八章來和大家一起思考這些問題。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當

中很重要的問題。也是滿復雜的神學問題。求主的靈幫助我。也請大家一邊聽一邊

為我禱告。讓我講得能符合主的心意。能對弟兄姐妹有所幫助。讓我們一起做一個

禱告。 

 

“慈愛的天父，主耶穌，我們感謝贊美你！謝謝你讓我這個不配的人能認識你，能

侍奉你。求你的聖靈幫助我，願我口中的言語和心中的意念，都能蒙你悅納。願我

所講的，都是出自你。求主的靈幫助我們弟兄姐妹, 把你的信息放在大家心中. 我

們這樣感謝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今天我要從三個層次來談: 

1.聖靈的大能, 2.聖靈的洗禮, 3. 聖靈的充滿. 首先,我們來看: 

 

一. 聖靈的大能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羅馬書第八章 1-4 節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

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

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隻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聖經在這裡告訴我

們，如今我們這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基督徒，已經被主拯救，已經是一個自由的人了。

已經不再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綁了。我們雖然還是會犯罪,但是我們不會再被定罪. 雖

然那個 “老我” 還是存在，但是聖靈已經進入我們心中。聖靈會幫助我們認識罪，

而且聖靈可以幫助我們過得勝的生活。為什麼聖靈有這樣的大能呢？ 

 

主耶穌說：“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同在。”  (約

14:16) 聖靈就是主耶穌升天以后，被聖父聖子派來住在我們心中的那位保惠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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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就是上帝的靈, 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其中一位，聖靈也就是住在我們心中的上帝！

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 

 

有一位牧師說過： 

聖父是恩典的源頭， 

聖子是恩典的通道， 

聖靈是恩典的保障。 

 

聖父是恩典的源頭，因為他將他的獨生子主耶穌賜給世人，這是一切恩典中最大的

恩典。否則我們隻能永遠和上帝隔絕。聖子是恩典的通道， 因為隻有通過主耶穌，

我們才能和上帝和好。因為主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 約 14:6)；除他以外，別

無拯救 ( 徒 4:12)。而聖靈是恩典的保障， 因為是聖靈幫助我們被主的愛所感動，

幫助我們認識真理，也幫助 我們接受主耶穌為我們的救主，領受天父所賜最大的恩

典.對每一位信了主的基督徒，聖靈就住在我們的心中作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所以

聖靈不僅幫助我們認識主,也幫助我們基督徒能活出主的愛.從聖靈降臨到現在差不

多 2000 年,從主的門徒到保羅,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聖靈的大能使億萬人的生

命得到改變. 

 

明哥以前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有一位姐妹叫 Karla, 她以前常常吸毒。 有一次為了

偷錢去買毒品而殺了兩個人，被判了死刑.可是她在監獄裡時成為一位基督徒,認識

了主耶穌.聖靈使她的生命有了根本的改變, 后來監獄裡的人都稱她為”天使”.她

的改變也幫助了許多其他的犯人.最后她雖然還是被依法處死,但這位姐妹堅信她的

靈魂一定是回到天家,永遠和天父同在.最近我在讀這本書時，又一次被感動。不僅

是被 Karla，而且被一位弟兄叫 Ron 所感動。Ron 的姐姐是被 Karla 殺害的兩個人中

的一位。開始 Ron 的心中充滿了仇恨,常常以吸毒和醉酒來麻醉自己。可是后來他也

信了主。靠著聖靈的幫助，他能到監獄去看望 Karla。並告訴她，我已經原諒你了，

我們現在同是主內的弟兄姐妹。看到這裡，我很激動。是什麼使一個殺人罪犯變成

愛的使者? 是什麼使生死仇人變成弟兄姐妹?  Karla 能有這樣的改變,這顯然是聖

靈的工作! Ron 能有這種饒恕的胸懷,這顯然是被聖靈所感動.因為憑著人的感情和

意志,是不可能做到的.是聖靈的大能使他們的內在生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所以： 

主耶穌給了我們永恆的生命,  

是聖靈幫助我們活出這生命! 

 

我們隻有憑信心接受耶穌,才能夠永遠有盼望,有永遠的盼望. 

我們隻有憑信心順從聖靈,才能經歷主的大能,過得勝的生活. 

 

聖靈是大有能力的，可是聖靈怎樣來幫助我們呢？(我們看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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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聖靈的洗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羅馬書八章 9-10 節說 “如果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

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

心靈卻因義而活。”  聖經在這裡清楚地告訴我們,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

基督的。那反過來說,人若有基督的靈,就是屬基督的. 屬基督的人,就有脫離罪惡的

自由. 正如林后 3:17 “主就是那靈; 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主耶穌

今天就是以聖靈的形式在我們心中幫助我們.  

 

主耶穌在回答尼哥底母的問題時，講得很清楚“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

進上帝的國”（約翰福音３：５）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都是受過洗禮的。可是我

們是否已經受過聖靈的洗？是否已經重生了？我們又怎樣能知道我們已經受了聖靈

的洗？怎樣能確定我們已經重生得救了呢？ 

 

以弗所書１:１３說：“你們即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

即信了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使徒行傳 2:38 也說: “你們各人要悔

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聖經在這裡告

訴我們，一個人隻要認罪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就是得救的人, 聖靈就照著

主的應許進入我們心中.而聖靈進入我們的心中，是重生的必須，是得救的確據。所

以, 什麼是受聖靈的洗? 相信並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接受聖靈進入我們心中, 就是

接受聖靈的洗. 當然這裡講的相信, 

  

不僅是認罪， 

而且是悔改； 

不僅知道耶穌是聖子， 

而且接受耶穌為救主！ 

這樣的相信才是真正的相信，才能真正得救，才能真正有聖靈在心中,也才能在生活

中活出聖靈的果子。 

 

前些天我們一些弟兄姐妹在明哥周姐樓下有一個聚會.一位弟兄給我們分享了他這

幾年以來每天堅持靈修的體會.他每天花一個多小時讀經,禱告,做筆記.把他在工作

中的難處,與淋巴癌奮斗的心歷路程都記下來.靠著主的話和聖靈的幫助,他盡管工

作壓力非常之大,身體患了第四期淋巴癌,他仍有平安,喜樂,忍耐,信心,等聖靈的果

子.聽后我不禁感嘆,這就是聖靈的工作，這就是活出了我們的信仰.。 

 

可是為什麼一些受過洗的基督徒， 包括我在內，還會出現問題呢？ 

這就是成聖的問題了。我們要對得救和成聖有更多地了解。 

得救是新生命的開始, 

是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那就是接受聖靈的洗, 

是人隻有一次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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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是新生命的成長, 

是順從主耶穌為主宰, 

是願意被聖靈來充滿, 

是人常常會有的經歷. 

 

屬靈的生命就像肉體的生命,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得救以后,有新的生命進入我們心

中,但是那個 “老我” 還存在,隻要我們還是讓那個 “老我”當家作主,我們就還

是會出問題.隻有當我們讓聖靈充滿時,我們才能靠主得勝.(現在我們來看第三部

分.) 

 

三. 聖靈充滿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羅馬書第八章１３－１４節說：“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

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因為凡被 神的靈引導的，都是 神的兒子。” 聖經在

這裡告訴我們，我們靠自己的血肉之軀是不可能對付肉體的欲念和對付罪。就像不

可能抓著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提起來一樣.唯有順從聖靈,靠聖靈的力量，我們才能過

得勝的生活。順從聖靈,被聖靈引導，就是被聖靈掌管，也就是被聖靈充滿的真義。 

所以,什麼是聖靈充滿呢? 聖靈充滿就是能被聖靈掌管，完全順服聖靈引導的意思. 

 

以弗所書這樣要求我們：“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弗 5:18) 

當一個人喝多了醉酒時，酒精掌管他的言行； 

當一個人被聖靈充滿時，聖靈掌管他的言行。 

他所作的決定，是靠聖靈作的決定; 

他所過的生活，是神為中心的生活。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他就能活出聖靈的果子，就能脫離罪和死的律得自由，就能

過一個得勝的生活。所以被圣灵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生活. 

 

那么为什么有时在这个问题上会有疑问呢?因为我们对圣灵充满需要有更多地了解. 

根據聖經的描述, 我們看到聖靈充滿，有兩種情況,那就是 “特別的充滿”和 “一

般的充滿”.讓我們先看看幾個 “特別的充滿”的例子： 

施洗約翰在母腹中被聖靈充滿. (加 1:15) 

使徒們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4） 

保羅被聖靈充滿,能勝過行法術的以呂馬,並叫他瞎了眼. (徒 13:9-11) 

 

再看看 “一般的充滿” 的例子： 

主耶穌被聖靈充滿,能勝過魔鬼的試探. (路 4:1-14) 

初期教會的七個執事都是被聖靈充滿的門徒，以致他們有好名聲，是智慧充足的人.

（徒 6：3） 

巴拿巴是聖靈充滿的門徒,被公認是一個好人,大有信心,能影響人歸信主耶穌. (徒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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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從這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 “特別的充滿”是在特別的時刻和為了特別的目

的,上帝給人的超自然的恩賜,那是神跡不是人常有的能力,而且是短暫的經歷. 而 

“一般的充滿”是上帝幫助信徒在品格上有改善,使信徒有能力勝過試探和罪惡,與

日常生活有關. 

 

以前我有一个误解.我知道 “特別的充滿”是聖靈充滿,而没有意识到“一般的充

滿”也是聖靈充滿.其實就像風有宜人的微風,也有驚人的台風.  沒有人會說隻有驚

人的台風才是風,而宜人的微風就不是風.如果上帝特別賜給我們基督徒“特別的充

滿”，那一定有他特別的美意和計劃。是為了他自己的工作和目的而主動給人的恩

賜. 但我們不要刻意追求,因为那是上帝的主权。我們要竭力追求的是內在生命的建

立，是追求品格的完全，也就是“一般的充滿”。 

 

那我們怎樣被聖靈充滿呢？ 當然這裡指得是 ＂一般充滿＂.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以前李牧師專門講過.我今天簡單地總結一下: 

 

1） 要常常認罪悔改。 

我們不可能一邊活在罪中，一邊追求聖靈充滿； 

我們不可能一邊我為中心，一邊追求神為中心。 

那隻能是自欺欺人!在這裡我想我們要區別 “假冒偽善”和 “信徒軟弱”的不同.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青少年讲父母是“假冒偽善”. 甚至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也会因

为自己的軟弱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假冒偽善”?  那么什么是“假冒偽善”? 

“假冒偽善”是指一些人心中根本不准備按上帝的話去行,隻是表面上講得好聽.就

像那些法利塞人要陷害主耶穌一樣.而“信徒軟弱” 是指基督徒想按上帝的話去行,

隻是有時行不出來.表面上好像這二者有相似之處,就是講的和做的不一致.其實是

有本質的不同. 

 

2） 要完全順服獻上 

我们追求被“聖靈充滿”,不是为了彰显自己,而是为了荣耀主. 所以如果我們要聖

靈充滿，就一定要完全的順服主，把自己當作活祭獻上。聖靈是真理的靈; 上帝的

道就是真理. 所以順從聖靈就是順從上帝的教導, 就是順從聖經的教誨. 不是順從

自己的私欲. 如果隻是讓聖靈來成就自己的私欲,那就不可能被聖靈充滿.有一位傳

道人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位基督徒想吃donut.他知道吃donut對他的健康不利.但

他說,讓我禱告吧.如果上帝讓正對這店門口的停車位有空,那就是上帝讓我去吃.結

果當他在停車場轉到第八圈時,那個位子剛好空了.這就不是順服上帝,而是在愚弄

自己.當然不會被聖靈充滿. 

 

3) 要堅持憑信而行 

我們不是憑感覺知道，而是靠信心接受被充滿。 

我們不是已經完美了，而是願意被聖靈來掌管。 

我們不是一次的努力，而是一生的不斷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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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沒有一個人說＂我已經被聖靈充滿．＂ 因為沒有一個人會認為自己是完全

順服聖靈的掌管．一個人越是認真要順從聖靈，越是發覺自己做得不夠．正像 Billy 

Graham 牧師所說＂我們越接近天堂，越能察覺地獄的真實．＂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 15:10 說: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 所以隻要

我們按主的話去行,去操練,聖靈就會奇妙地做工.我們的屬靈的新生命就會成長.聖

靈就會充滿我們. 

 

Billy Graham 牧師曾講過一個故事.他說一位訓狗師有兩條狗,一條是白狗一條是黑

狗. 他常常叫兩隻狗比賽. 有人問這位訓狗師,為什麼他每次都知道哪一隻狗會贏? 

那位訓狗師說,我當然知道. 如果我想要白狗贏,我隻要把白狗喂飽,讓黑狗餓肚子,

那白狗一定贏.然后 Billy Graham 牧師形象地比喻: 在我們心中也有兩隻狗,一只是

黑狗, 代表那個 “老我”, 一個是白狗,代表 “新生命”. 我們要常常給那隻白狗

增加養分,通過讀經,禱告,敬拜,侍奉, 給我們的新生命增加養分,讓他成長.同時,

我們要有意識的不給那隻黑狗進食, 要遠離各種罪惡的誘惑. 用我們金澤弟兄的話

就是說 “要常常遛白狗,不要遛黑狗.” 這裡 “遛” 就是操練的意思. 

 

最近我们华福团契的弟兄姐妹经历了一次特别的操练. 有一天晚上,华福慕道组在

明哥周姐楼下聚会.结束时,一位刚到五天的学生发现她皮包里的为数不少的现金和

旅行支票不见了.当时大家都很震惊.可是感谢主,我们从中学到不少宝贵的功课. 

因着圣灵的感动,明哥马上带着众同工和那位学生一起祷告;求主帮助. 

因着圣灵的感动,当晚就有靖海和胡璟,周姐和明哥把现金送到那位学生手上. 

因着圣灵的感动,第二天就有众同工愿意奉献来帮助那位同学. 

因着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多次在一起祷告和分享. 

通过这件本来不好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经历了特别的操练.大家不仅一起经历了主

的大爱和聖靈的大能,而且加深了彼此的关系.正向周姐所说, “经历到弟兄姐妹竭

尽全力的互相帮助,彼此激励,同奔天路,这是都么美好啊!”   

 

各位親愛的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老是盯在肉體的軟弱時,就會感到受挫; 

當我們轉向順從聖靈的帶領時,就會充滿希望! 

 

圣灵有大能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就是上帝! 

要那有大能的聖靈在我們心中幫助我們,我們不僅要接受主耶穌作為我們的救主,讓

聖靈進入我們心中;還必須讓主耶穌作為我們生命的主宰,讓聖靈常常充滿我們.  

 

我們都不完全，都是蒙恩的罪人。 

隻要這個肉身還在，那個 “老我” 還在，就會有那內心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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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有羅馬書第七章那種呼求，不是壞事，是好事。証明我們有聖靈在心中，

証明我們在仰望主，渴求主的幫助。有這種爭戰其實是個好的提醒: 

當我們靠自己跌倒時，我們仍有盼望，因為我們知道有主在幫助我們; 

當我們靠聖靈得勝時, 我們仍要警醒, 因為我們知道這都是主的恩典. 

 

有爭戰不怕,甚至跌倒也不可怕,隻要我們是在主耶穌裡,靠著主的恩典,聖靈的幫助,

常常讓聖靈充滿我們,掌管我們, 我們就可以活出聖靈的果子,就能活出我們的信

仰! 

 
讓我們同心禱告: “慈愛的天父，主耶穌，我們感謝贊美你！謝謝主把聖靈放在我

們的心中.作為我們隨時的幫助! 讓我們能看到自己的罪過,能體會到主的慈愛,憐

憫,和恩典.求主的靈常常充滿我們,讓我們能活出我們的信仰,能過一個榮神益人的

生活.主你幫助我們. 我們這樣感謝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