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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與五旬節
複習：耶穌基督的復活與升天，使祂將自己一切道成肉身、降卑屈尊、完美贖罪的果效，得以分
配給與祂聯合的所有信徒。因此耶穌基督的復活與救恩的施行至關重要。我們從主耶穌得到一切
的恩典，都因為祂活著。
關鍵經文：使徒行傳 2:32-36 (請小組長帶領組員一起讀)
32 這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33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35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
了。
小組討論：
一、 使徒行傳 2:32-36 的背景的五旬節聖靈降臨在門徒的身上。隨後彼得站起來為所發生的事
情作見證。根據彼得的講道，耶穌復活之後，祂在作甚麼事？
二、 根據彼得的講道，以色列全家如何可以得知，這位耶穌，就是神所應許的主基督？
三、 五旬節聖靈降臨，從神的角度來看，主要的目的與意義為何？
核心思想：聖靈與五旬節
I. 聖靈降臨正式開啟末世
A. 彼得充滿聖靈之後的第一場佈道信息，解釋了五旬節的神學意義
1. 末世(the last days)已經來到，聖靈降臨就是證據
a. 使徒行傳 2:17,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
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2. 末日(the last day)就在不遠，現在是審判來到之前，神施恩拯救的日子
a. 使徒行傳 2:19-21,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
火，有煙霧。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b. 哥林多後書 6: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
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3. 使聖靈澆灌下來的那位，是復活升天的耶穌
a. 使徒行傳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
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4. 聖靈降臨證明耶穌是基督
a. 使徒行傳 2: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
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5. 接受耶穌基督為主（奉他的名受洗），罪就得以赦免，並領受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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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徒行傳 2:38, “彼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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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五旬節聖靈降臨，所關注的焦點，是復活之後的基督。
II. 聖靈與彌賽亞
A. 彌賽亞（”受膏者”），就是將要受聖靈恩膏的那一位，是「聖靈的擁有者(possessor)」
1. 以賽亞書 61: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
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B. 耶穌領受的，是神所應許，在末世要降下的聖靈
1. 馬太福音 3:16, “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
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2. 約翰福音 3:3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神賜聖靈給他是沒有限量的。”
C. 聖靈降在耶穌的身上，是”天國近了”的記號（sign）
1. 馬太福音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D. 新約超越舊約的啟示，是彌賽亞（基督）將會成為「聖靈的施予者(conveyor)」
1. 馬太福音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
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2. 約翰福音 7: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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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約翰福音 15:26,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
就要為我作見證。”
E. 聖靈必須等待耶穌死裡復活之後才降下
1. 約翰福音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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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許多原因：
a. 基督必須得榮耀，好使基督成為唯一有權柄賜下聖靈的主宰。
b. 人的罪必須藉著基督的工作先除去，聖靈才住進來
c. 聖靈必須等基督成全一切救贖的工作，聖靈降臨之後，才能將一切基督工作的果效
分賜在一切得著聖靈的選民身上。
III.
基督藉著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A. 耶穌應許離去後仍與選民同在，是藉著住在他們裡面的聖靈
1. 約翰福音 14:16-20,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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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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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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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徒行傳 1:5,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B. 聖靈的降臨意在繼續耶穌升天之後在地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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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徒行傳 1:1,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began to）一切所
行所教訓的（to do and teach）”
2. 使徒行傳 3:6,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
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a. 不是彼得，而是基督，現在叫這人起來行走。
C. 復活之後的基督，藉著聖靈，住在選民的心裡。
1. 羅馬書 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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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督與聖靈一齊工作，基督完全地擁有聖靈，基督也有完全的權柄賜下聖靈，兩者在
功能上合而為一(functional identical)。基督有時也被稱為靈，聖靈有時也被稱為”
基督的靈”。
a. 使徒行傳 16: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b. 羅馬書 8:9, “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c. 哥林多前書 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著說：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有靈的活人；末後
的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life-giving Spirit”）。”
d. 哥林多後書 3:17-18,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我們眾人
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D. 基督藉著聖靈，與選民聯合，於是基督所作的一切工作，特別是贖罪之恩與復活之能，都
成就在選民的身上。
1. 提多書 3:5-6,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作的義，乃是照他憐憫，藉著
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聖靈就是藉著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
基督在升高到父右邊後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差遣聖靈。…….正如基督在馬利亞的腹中取了人
性，只此一次就不再有了，所以聖靈在五旬節揀選了教會作為祂的居所與聖殿，至此就不再離開
教會。（巴文克，基督教神學，第十九章，p. 357）
基督並沒有將他們撇下為孤兒，祂乃是要藉著聖靈回到他們那裡去…….他們要認識基督是在父
裡面，他們在基督裡面，而基督也在他們裡面。父在基督裡臨到他們，而父與子也藉著聖靈臨到
門徒那裡，並藉著聖靈住在他們中間。因此，這就是聖靈首先要完成的事：聖父與聖子間的交通；
信徒與信徒之間的交通。這種交通是從來都未發生過的。
（巴文克，基督教神學，第十九章，p. 366）
當聖靈臨到個人的時候，使著他與基督聯合….與基督的位格交通，就帶來了祂的恩益與祝福，
若與祂無交通，就無法得到，因為那恩益與基督是無法分開的。（巴文克，基督教神學，第十九
章，p. 369）
問29 我們怎能領受基督所贏得的贖罪之恩？
答： 我們領受基督所贏得的贖罪之恩，是靠著聖靈，使這恩在我們心裡發生效力。
（基督教要道初階，第廿四課，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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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30 聖靈怎樣使基督贖罪之恩在我們心裡發生效力？
答： 聖靈使基督贖罪之恩在我們心裡發生效力，乃是藉著祂的感動，使我們有信心，又藉著祂
有效的恩召，使我們和基督有連屬。
（基督教要道初階，第廿五課，p. 116）
小組討論：
四、 既然復活的主耶穌，如今藉著聖靈住在我們心裡，對我們來說，甚麼叫作“倚靠聖靈”？
試分享你的經驗。
參考資料
IV.聖靈與審判(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Meredith Kline)
A. 聖靈如風般的顯現，宣告審判的日子來到
1. 創世記 3:8，天起了涼風（”聖靈的日子”）
，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
見神的聲音，就藏在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
2. 使徒行傳 2:1-4,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
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
各人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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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聖靈興起施行審判的領袖
1. 士師記 3:9-10,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救他
們，就是迦勒兄弟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耶和華的靈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
士師，出去爭戰。耶和華將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交在他手中，他便勝了古珊利薩
田。”
2. 士師記 15:14-15, “參孫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著喧嚷。耶和華的靈大大感動參孫，
他臂上的繩就像火燒的麻一樣，他的綁繩都從他手上脫落下來。他見一塊未乾的驢腮
骨，就伸手拾起來，用以擊殺一千人。”
3. 撒母耳記上 11:6-7, “掃羅聽見這話，就被神的靈大大感動，甚是發怒。他將一對牛
切成塊子，託付使者傳送以色列的全境，說：凡不出來跟隨掃羅和撒母耳的，也必這
樣切開他的牛。於是耶和華使百姓懼怕，他們就都出來，如同一人。”
4. 以賽亞書 4:3-4, “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又將耶路撒
冷中殺人的血除淨。那時，剩在錫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
命冊上記名的，必稱為聖。”
5. 以賽亞書 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所揀選、心裡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
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實現在”）外邦。”
C. 聖靈的降臨宣告即將到來的審判與得救的福音
1. 使徒行傳 2:3-4,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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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火焰是審判的工具（太 3:12）
b. 話語是先知的判語
陸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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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巴別咒詛的重演（審判）
d. 但救恩將臨即萬國（福音是以審判為背景才有意義，因為福音是告訴我們如何逃脫
要來的審判）
e.
V. 聖靈與神的百姓
A. 在舊約，聖靈只降臨在少數人身上，並且只限於將屬靈的恩賜加給他們
1. 民數記 11:17, “我要在那裡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於你身上的靈分賜他們，他
們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獨自擔當。”
2. 民數記 11:25,”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對摩西說話，把降與他身上的靈分賜那七十個長

老。靈停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就受感說話，以後卻沒有再說。”
3. 民數記 11:29, “摩西對他說：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嗎﹖惟願耶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
話！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B. 但舊約也預言，將來聖靈會大規模地降臨在神的百姓身上，並且聖靈將改變神百姓的心靈。
1. 以西結書 36: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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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2. 約珥書 2:28-29,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
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

使女。”
C. 在新約，聖靈本身，不單單是恩賜，成為神賜給他百姓最大的恩典。
1. 路加福音 11:13,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將
聖靈給求他的人嗎﹖”
2. 使徒行傳 5: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3. 羅馬書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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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哥林多後書 5: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

關鍵概念： 聖靈與審判、聖靈的受膏者（彌賽亞）
、五旬節聖靈降臨、聖靈的工作在舊約與新約
之不同、基督藉著聖靈住在選民心裡
本週推薦閱讀範圍：
巴文克，基督教神學，第十九章。
基督教要道初階，第廿四、廿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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