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弗所书(Eph.) 5 : 15 -21 ; 1 : 13-14  

約翰福音(John) 7 : 37 - 38  

圣灵充满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以弗所书 5 : 15 - 21

15.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

Be very careful, then, how you live--not as unwise

but as wise,

16.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making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because the

days are evil.



17. 不要作胡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Do not get drunk on wine, which leads to 

debauchery.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19.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

地赞美主。

Speak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 and make music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20.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always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for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Submit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hrist.

以弗所书 1 : 13 - 14

13.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

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
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who is a deposit guaranteeing our inheritance until 

the redemption of those who are God's possession--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约翰福音 7 : 37 – 38

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On the last and greatest day of the Feast, Jesus 
stood and said in a loud voice, "If anyone is thirsty, 
let him come to me and drink.



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来。」

Whoever believes in me, as the Scripture has said, 

streams of living water will flow from within him."







(一) 什么是圣灵充满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

(以弗所书 5 : 18)

Do not get drunk on wine, which leads to 

debauchery.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Eph. 5 : 18)



(一) 什么是圣灵充满

1. 圣灵的内住是表明我们属于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
印记。 」 (以弗所书 1 : 13)

And you also were included in Christ when you 
heard the word of truth, the gospel of your salvation. 
Having believed, you were marked in him with a 
seal, the promised Holy Spirit. (Eph. 1 : 13)



(一) 什么是圣灵充满

1. 圣灵的内住是表明我们属于神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
永远与你们同在。 」

(約翰福音 14 : 16)

And I will ask the Father, and he will give you 
another Counselor to be with you forever.

(John 14 : 16)



(一) 什么是圣灵充满

2. 圣灵充滿是欢迎圣灵来掌权

「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重新欢迎圣灵来掌权」的意思，

重新欢迎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来作主。



(一) 什么是圣灵充满

2. 圣灵充滿是欢迎圣灵来掌权

「圣灵充满」不在于一些外在的现象，「圣灵充满
」真正的意思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当我们
想到「圣灵充满」，应该是把我们想成一个导管一
样，圣灵的水流与恩典可以自由的进来，也可以从
我们生命中自由地涌流出去。事实上，「圣灵充满
」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导管。



(二)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1. 要明白主的旨意

「不要作胡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 5 : 17-18)                                                 

Therefore do not be foolish, but understand what the 
Lord's will is. Do not get drunk on wine, which leads 
to debauchery. Instead,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二)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1. 要明白主的旨意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
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哥林多前书 2 : 10)                                                 

But God has revealed it to us by his Spirit. The Spirit 
searches all things, even the deep things of God.



(二)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2. 為得著神的能力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

极，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 1 : 8)                                                 

But you will receive power when the Holy Spirit 
comes on you; and you will be my witnesses in 
Jerusalem, and in all Judea and Samaria, an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二)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2. 為得著神的能力

a. 生命的能力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加拉太书 5 : 22-23)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
control. 



(二) 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2. 為得著神的能力

b. 事奉的能力

圣灵充满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让我们在服事的
时候可以带着权柄与能力。我们可以想想看初代教
会那些门徒，跟我们差不多都是又软弱、又小信的
一群人，可是神却将福音伟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们，
要他们将福音传到地极万邦。

但是直到圣灵降临下来，他们得着能力，带着权柄
和能力传扬福音，如今果然福音已传到了地极。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1. 要求聖靈來光照

我们需要常常求圣灵来光照，好看见我们里面的黑
暗和缺乏，否则我们无法谦卑下来领受神的恩典。
只有当我们里面的拦阻被除去，神喜乐的江河才能
再一次涌流在我们中间。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2. 要存渴慕的心来领受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
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約翰福音 7 : 37-38)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2. 要存渴慕的心来领受

「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繸子，血漏立刻就
止住了。」

(路加福音 8 : 44)

She came up behind him and touched the edge of his 
cloak, and immediately her bleeding stopped.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2. 要存渴慕的心来领受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
他的人有福了！」

(詩篇 34 : 8)

Taste and see that the LORD is good; blessed is the 
man who takes refuge in him.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3. 要順從聖靈的帶領

我们坐在这里求圣灵来充满，但更重要的是当圣灵
真正开始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圣
灵的工作」呢？当主真的要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随呢？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3. 要順從聖靈的帶領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甚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
有到。」 (约翰福音 2 : 2-3)

When the wine was gone, Jesus' mother said to him, 
"They have no more wine." "Dear woman, why do 
you involve me?" Jesus replied, "My time has not 
yet come.“                                  (John 2 : 2-3)



(三) 如何被圣灵充满

3. 要順從聖靈的帶領

当耶稣的母亲不再忧虑到底有没有酒，她却清楚知
道只要是有耶稣掌权的地方，一切美好的事都将会
发生，结果耶稣就使水变成美酒。我们看见什么是
主的时候呢？主的时候就是当人愿意顺服下来的时
候。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3. 要順從聖靈的帶領

我们要像耶稣的母亲一样降服下来，我们在神的面
前顺服和交托，相信无论如何在神的手中永远比在
我们自己手中更好的。一但你顺服下来，圣灵会再
一次在你生命中涌流；你就能经历心灵中的释放与
神奇妙的作为。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里看到很重要的教导。

15节到17节讲到「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

18节讲到「要被圣灵充满」，

19节之后就是讲到「如何保持圣灵充满的生活」？
19节到21节讲到很重要的四个原则。

然后22节之后讲到如何运用这四个原则在我们每天
的生活之中。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1. 常用神的话彼此劝勉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
赞美主。」

(19 节)

Speak to one another with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 and make music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V. 19)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1. 常用神的话彼此劝勉

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圣灵跟神的话是不可
分的。

我们得救是圣灵借着神的话使我们得救；

我们的信心是从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有信
心；

也是圣灵借着神的话使我们变得圣洁。一个被圣灵
充满的人一定是持续渴慕神话语的人。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1. 常用神的话彼此劝勉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
华的话。」

(阿摩斯书 8 : 11)

Not a famine of food or a thirst for water, but a 
famine of hearing the words of the LORD.

(Amos 8 : 11)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2. 每天过敬拜的生活

第19节经文继续说：「要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敬拜能够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好让神的灵自由运
行在我们中间。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2. 每天过敬拜的生活

敬拜是可以使我们的眼目转移，从我们的环境上转
移到神的宝座上。多少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时心中充
满了愁苦，生活充满了各样重担与恐惧吗？可是当
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开始敬拜时你的眼目忽然转移
了，你就看见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祂仍然在掌权。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2. 每天过敬拜的生活

敬拜也能够帮助你进入真理当中，只有在真理的光
中的时候，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从过去被捆
绑、黑暗罪恶的权势中被真理的圣灵释放、锁链被
断开。多少时候我们看见在敬拜中医治就发生、释
放就发生。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2. 每天过敬拜的生活

基督徒在新约时代被称作「君尊的祭司」，在旧约
时代祭司每天都要献祭，同样现在新约时代我们是
新约的祭司我们也要每天都献祭，我们所献的祭不
在是杀牛宰羊而是献上嘴唇的祭物—就是向神感恩
与赞美，这是「感恩祭」与「赞美祭」。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2. 每天过敬拜的生活

「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

(诗篇 119 : 164)

Seven times a day I praise you for your righteous 
laws. 

(Psalms 119 : 164)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3. 凡事奉主的名来感谢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以弗所书 5 : 20)

Always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for 
everything,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ph. 5 : 20)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3. 凡事奉主的名来感谢

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出埃及后一直在旷野漂流不能进
入迦南美地，到底是什么拦阻他们得到神丰盛的应
许呢？就是他们口中的「埋怨、抱怨」。

我们口中所说出的话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口中的话
可以是一个选择。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3. 凡事奉主的名来感谢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
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么
？」 (雅各书 3 : 10-11)

Out of the same mouth come praise and cursing. My 
brothers, this should not be. Can both fresh water and 
salt water flow from the same spring? 

(James 3 :10-11)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3. 凡事奉主的名来感谢

当我们选择发出赞美的话的时候，那埋怨的话就说
不出来。因此，我们要选择凡事要奉主的名来感谢
父神。我们的口实在太重要了，当我们的口常常的
操练发出感谢神、赞美神的话语，我们就能保持过
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4. 要学习彼此顺服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以弗所书 5 : 21)

Submit to one another out of reverence for Christ.

(Eph. 5 : 20)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4. 要学习彼此顺服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是需要「当存敬畏基督的
心，彼此顺服。」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能够顺
服神所要他顺服的一个权柄。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
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

(路加福音11:13)

If you then, though you are evil,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will your 
Father in heaven give the Holy Spirit to those who 
ask him!                                             (Luke 11:13)



(四) 圣灵充满的生活

每一个信徒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还需要天天被
圣灵充满，并且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只有一个
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才能在这个世代带来翻转
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