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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聖靈浸透2



內在生活的道路(二)
被聖靈浸透

內在生活的道路(一)
被主的話浸透



人無法遵行神的話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
你們裡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你們肉心。 結卅六26

•新約聖靈的工作已經來到。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
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
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
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徒一4-5



聖靈降臨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一8

•作主話語的殉道者

•客觀認識，主觀經驗



聖靈充滿說神的話

• 3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
人頭上。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
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徒二3.4

• 14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猶太人和
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這件事你們當知
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徒二1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
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約三34



要過被聖靈充滿的生活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
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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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凡事要奉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弗五15-20



湧出江河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
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信我的
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河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
的。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來，因為耶穌尚未
得著榮耀。 約七37-39



浸泡 滿溢(湧流) 上昇 飛翔

•進入神的已經，救恩已作成，保惠師
已經來，聖靈已內住，我們已經枝子
接連於葡萄樹。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
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
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來十19-20
•我們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
靠，且通入幔內。 來六19



渴望進入至聖所的路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
那時候，人才求告耶和華的名。創四26

•敬拜→會幕→聖殿→幔子→至聖所

•救恩耶穌的血→至聖所

•幔子已經為我們裂開



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
• 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22並我們心中天良
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
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23也要堅守我們
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
信實的。24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25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原文是看見）那日子臨
近，就更當如此。 來十21-25



用心靈和誠實敬拜

• 13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14人若喝
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
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 約四13-14

• 23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
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24神
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
和誠實拜他。 約四23-24



赤露敞開，明如水晶

•神的介入(失去雙手戴披肩的女士)

•遇見醫治

•接受觸摸

•全無阻隔



長住幔內

•今天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應該是長住幔內、
住在神同在中的生活。那是在預嚐、在彩排
天堂的生活；所以應該像在天堂一樣，一切
都是透明的，無法用妝飾、禮教將自己包裝
起來。要常常追求，使我們裡頭是真實的，
不要只作表面功夫，不要像蘸醬油，乃要浸
泡到透心。



有神、有律法

•「哪一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
我們的神，在我們求告祂的時候與我們相近
呢？又那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
呢？」 申四7~8



追求被神的話及聖靈浸透

•在新約時代，我們蒙救贖的人也成為神的百
姓，這兩件事也是我們的標記：有神的同在
（聖靈的內住與充滿），也有神的話（聖
經）。所以神兒女都應該追求被神的話語浸
透，也被聖靈浸透。



認真尋求主的面
聖靈才會浸透入心

•有需要時來禱告一下，偶爾參加特會經歷一
下聖靈充滿，就像蘸醬油；唯有認真尋求主
的面（主的同在），聖靈才會逐漸浸透入心。
要浸泡到切開時，或咬它一口時，味道都還
在；也就是遭遇試煉、苦難、挫折時，仍然
有屬靈、屬天的味道。



主在十架上擠壓出的甜水

•我們的主就是這樣，祂自己沒有犯錯，祂在十
字架上是為了擔當世人的罪，當下面的人還嘲
笑祂的時候，我們的主終於開口說話，說的是：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
曉得！」祂裡面就只有甜水，被浸到透心，所
以受擠壓時，滲出來的仍是甜美的話語。



•因為神賜聖靈給祂是沒有限量的。 約三34
•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
靈的愛，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神。

羅十五30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
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羅五5



得著沒有限量的聖靈

• 也就是說，你我這種屬血氣的人，都可以沒有限量
地得著聖靈，被聖靈浸透。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 加五22

• 得著無限量的聖靈，一定也包括得著無限量的愛。



鍋太小

釣魚者釣大魚

大魚丟回海裡

因為鍋太小



主愛的長、闊、高、深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
何等長闊高深。 弗三18

•這長、這闊、這高、這深



主同在的榮耀
頌讚詩選 190首

當我跌倒被罪壓制 心靈破碎與憂傷

我就感覺主親近我 我重擔主已擔當

我見過祂曾認識祂 因祂願與我同行

祂與我同在的榮耀 直到永遠屬於我



學習去領受愛

•不要堅持從父母或者某些特定對象來得著愛；
您身旁一定有一些向您表達愛心的人，要學
習把這些愛當作食物吃了，讓別人的愛進來、
浸透我們的心，這會幫助我們浸泡在神的愛
中，直到浸透。

•領受前校園同工牧師的禱告、安慰、勸戒。



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
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
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徒廿35

•把這樣的福也給出去，讓別人施

•學習接受愛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
聖靈中的喜樂。 羅十四17

•我就走到神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神啊，
我的神，我要彈琴稱讚你！ 詩四十三4

•你喜愛公義，恨惡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 詩四十五7



總是可以充滿喜樂的

• 要定意這樣充滿了喜樂，無論在何種境遇裡，繼續學
習浸泡在喜樂裡，至終會被喜樂浸透的。不要只是偶
爾快樂，即使外面有一些事讓人不容易快樂，但我們
裡面有一樣寶貝，不管外面的變化如何，我們總是可
以充滿喜樂的。

• 我們要認真地定意要喜樂，以喜樂迎向每一天的開始、
迎向一天中的每一刻，迎向每個事件場合，迎向遇見
的每個人。



聖經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神。』有時我們必須努力的來達到這
個要求，一再地說：『我拒絕這些烏
煙瘴氣，我要有主的喜樂。』

吳漢斯牧師

喜樂



「當你悶悶不樂時，你就是閂上門，不讓神進
來。……我們絕不會喜樂到像神所要求於我們
的那樣喜樂，直等到我們悔改了我們的一切憂
鬱和陰暗。」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可以有一
種無止盡的追求，浸透在聖靈的喜樂中，分享
神無窮的喜樂。 吳漢斯牧師

喜樂



充滿了平安和盼望

•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
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十五13

•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
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西一11

• 把事情可以翻轉過去的忍耐，乃是忍耐的果子。



轉個念頭可能就不一樣了

•保羅．班德醫師認為，疼痛跟心理因素有密
切關係，我們對苦難的感受也是，所以有時
只是轉個念，你就可以在患難中喜樂起來了。

•二戰英雄救了同袍，自己受醫卻哇哇大叫。



轉念放開手、舉起手

•雲霄飛車(轉念)，相信已經有了保險桿

•游泳(轉念，相信水中的浮力)



•一個被聖靈浸透的人，充滿了愛、充滿了喜
樂，而且他不再倚靠自己。主耶穌要我們回
轉成小孩子的樣式，小小孩並不需要努力去
倚靠，而是因著一無所有，完全軟弱無能，
所以自然就是倚靠著。



被聖靈帶著走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
眼睛怎樣望主母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
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們。

詩一二三2



真實倚靠神的人

•我們需要成為一個更真實倚靠神的人；真實的倚
靠，並不是定下一些事工，然後迫切地禱告，求
神成就。小嬰孩連倚靠的動作也做不出來，他只
是望著媽媽。

大衛．韋克森牧師
（David Wilkerson）

•戴德生義和團事件：我不能禱告，只能仰望。



摔進淵洞抓住一樹枝的人

•放手得拯救或放手便摔死

•置之死地而後生



走鋼索的表演

•尼加拉瓜大瀑布

•有誰相信(委身的信靠)



被聖靈浸透的光景-1
• 他帶我回到殿門，見殿的門檻下有水往東流出（原來
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由殿的右邊，在祭壇的南
邊往下流。他帶我出北門，又領我從外邊轉到朝東的
外門，見水從右邊流出。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
量了一千肘，使我𧼮過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
千肘，使我𧼮過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
𧼮過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
我不能𧼮過。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洑的水，不可𧼮
的河。 結四十七1-5



被聖靈浸透的光景-2

• 他對我說：人子啊，你看見了什麼？他就帶我回到河邊。
我回到河邊的時候，見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有極多的
樹木。他對我說：這水往東方流去，必下到亞拉巴，直
到海。所發出來的水必流入鹽海，使水變甜（原文是得
醫治；下同）。這河水所到之處，凡滋生的動物都必生
活，並且因這流來的水必有極多的魚，海水也變甜了。
這河水所到之處，百物都必生活。 結四十七6-9



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作
曬（或譯：張）網之處。那魚各從其類，好像大海
的魚甚多。只是泥濘之地與窪濕之處不得治好，必
為鹽地。在河這邊與那邊的岸上必生長各類的樹木；
其果可作食物，葉子不枯乾，果子不斷絕。每月必
結新果子，因為這水是從聖所流出來的。樹上的果
子必作食物，葉子乃為治病。

結四十七10-12

被聖靈浸透的光景-3



眼望施憐憫的主

•當我們自覺一無所有，一無所能，似乎連禱告
祈求也覺得軟弱無力，而只是眼望施憐憫的主；
另一方面，又深知神掌管一切，祂能，祂也願
意，我們將安息在主裡面，卻又充滿神同在的
權能，那是真實的倚靠，是被聖靈浸透，被生
命水的河帶著走。



完全的倚靠

•有時神允許一個人遇見挫折，特別是在他自以
為強的地方，卻遇見失敗，人才明白這樣完全
的倚靠。而一個認真追求神，常常被神的同在
充滿，浸透在聖靈裡面，對神有更多的認識，
也對自己有更多的認識的人，也可能會被帶入
這樣的光景中。



• 我們只要願意回頭，願意有一個開始，無論正在何

地步，即使正走在相反的方向上。

• 都有一個捷徑可以來到神的面前，直接進到神裡面，

甚至被聖靈浸透。

• 讓祂來做。



神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進殿裡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照入殿中；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不料，耶和華
的榮光充滿了殿。

結四十三4-5



生命只是打開一點

•當那朝東的門打開，神的榮光照進來的時候，神
的榮光不只是照在那一束光照到的地方，乃是充
滿了殿。許多人有這種經驗，好像我們的生命只
是打開一點，我們謙卑下來，屈膝跪著，開口呼
求主，或是改個口、轉個念，神的榮光就照射進
來，而且照亮我們的全生命。



我們所尋求的主就忽然進入他的殿
•如果您認真追求神，認真地禱告，花時間安靜等候
神，遵行祂的命令，像常常喜樂、以恩慈相待、一
無掛慮、凡事謝恩、不批評論斷等命令，遲早會經
歷聖靈的澆灌。有時候就是心柔軟一下，讓神給我
們另外一個意念，或許改個口，說出信心或讚美神
的話，神的榮光就進來，我們所尋求的主就忽然進
入祂的殿，彷彿聖靈的水壩打開了，我們發覺自己
浸泡在聖靈裡。



勞倫斯弟兄

• 有一年，他看著滿地的落葉，轉個念，門就稍微打
開了一點；他意識到背後那一位讓這些東西按時運
轉的神，是多麼地奇妙、偉大，這樣一位神配合我
們愛祂。

• 《操練與神同在》，中文譯本簡稱之《與神同在》。

• 他說出來的話就像從天上來的，數百年來使許多人
得著造就，有心追求神的人都應該讀這本書。



芬尼弟兄

•他的妻子生了重病，看起來好不了，芬尼掙
扎、禱告了相當一段時間，最後他得以進入
安息，他形容自己的心像天空一樣的平靜，
真正地完全接受神的旨意。



當天晚上忽然來了一個念頭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下到陰間，我該怎麼
辦？」很快地，另一個念頭興起：「神豈會
使像你這樣全心接受祂旨意的人下陰間麼？
斷然不會！即使會，如果那是祂聖善的美意，
陰間對我就不再是陰間了。」



願你的旨意成就

•面對那些讓你灰心沮喪的思想，或是引你進
入試探的思想，不要頑固地堅持留在其中，
請讓神有機會使你轉個念、改個口，神的榮
光就可能會照進來，充滿在你裡面；聖靈的
活水進來，將你浸泡在活水的江河中。



更像耶穌

•讓我們都這樣來浸泡在聖靈裡面，浸泡在神
的話語、祂的旨意當中，一直浸泡到人家認
出我們是跟過耶穌的，浸泡到我們更像耶穌。

•學習浸泡、操練轉念



如何被聖靈浸透？

1.意識到神的「已經」，放手
2.學習倚靠神的「成了」，信入
3.感恩接受，浸於其中，被聖靈充滿
4.轉念仰望、相信、降服、喜樂



操作手冊



巨人肩上望

聖靈充滿
——摘自慕安德列著《基督的靈》

第31章 被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

•若「聖靈充滿」只在五旬節出現，我們自然會
聯想到這只不過是特殊事件，與我們日常生活
無關；但聖經教導我們，聖靈充滿的生活，是
上帝為每一位基督徒預備的常態經驗。為使我
們更了解這究竟是什麼意思，讓我們想想耶穌
身為人子在世上時，他是怎樣過著被聖靈充滿
的生活。



當他禱告的時候，他就願意順服上帝，領受約翰
給他施洗。當他被聖靈充滿時，他就被引到曠野
禁食四十天，犧牲肉體的享受，好得著勝過撒旦
的能力，並得以與天父自由溝通。此外，在他飢
餓的時候，他拒絕誘惑，不願把石頭變成食物。
總之，耶穌的一生都在聖靈的引導之下，最後將
自己毫無瑕疵地獻給上帝，作為人類的挽回祭。
在耶穌的身上，我們看到聖靈的工作意味著禱告、
順服及犧牲。



若我們要跟隨基督，有基督的心為心，想活出
基督的生命，就必須求聖靈每天來膏抹、充滿
我們，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過著順服、犧牲、滿
有喜樂的生活，也才有能力服事耶穌。在某些
場合裡，聖靈充滿或有特殊的現象，但聖靈的
工作應該是每天保守我們在耶穌的同在裡，幫
助我們勝過肉體的軟弱、罪惡的試探，能過得
勝的生活，並藉著聖靈多方禱告，存著聖潔謙
卑的心與眾人交往。



更重要的是，只有被聖靈充滿，上帝的話才
能被充份了解並經歷。「我必與你同在。」
（出三12），切莫以為這是太高的標準，或
是不可能達到的標準，「在人是不能，在上
帝卻不然，因為上帝凡事都能。」（可十
27），即使我們無法立刻達到那樣的境界，
至少我們要有這樣的心願、這樣的目標，懷
著小孩般單純的心，不斷地迫切禱告。



「我必與你同在。」（出三12），這是指每天
的生活，耶穌與我們同在。「信我的人，從他
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七38），我
們的信心有多少，聖靈的充滿就有多少，聖靈
的能力能彰顯多少，也在於我們經歷耶穌的同
在有多少。阿們。

——摘自慕安德列著《基督的靈》

第31章 被聖靈充滿



【金鑰一線牽】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
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馬書十五13

使我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這裡再次提到，是
聖靈使得信徒能在今生經歷來生將有的福份。我們的盼
望最壯麗的目標，就是神的榮耀。

——《參丁道爾聖經注釋》



【天梯相伴行】（本週的操練）

1.學習回轉像小孩子
2.浸泡於聖靈的愛中
3.浸泡於聖靈的喜樂中
4.學習轉念



1.學習回轉像小孩子

•本週在遇見挫折，失敗之處，仰望施憐
憫的主，試試完全的倚靠，並簡要記錄
學習之心路歷程，在群組中分享。



2.浸泡於聖靈的愛中

•本週特別留意身旁一些向你表達愛心的
人，要學習把這些愛當作食物吃了，讓
別人的愛進來、浸透你的心，簡要記錄
下來學習的心路，在群組中分享。



3.浸泡於聖靈的喜樂中

•本週特別留意學習在困難中經歷靈裏的
喜悅，簡要記錄下來，在群組中分享。



4.學習轉念

•本週特別留意轉念於神已經作成的，默
想、相信、感恩、喜樂於其中，也在一
些特別狀況或艱難中轉念、感恩、讚美。



【渴慕的禱告】

•主啊！讓我來浸泡在愛及喜樂的聖靈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