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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1：9-13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
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
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
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
蛋，反给他蝎子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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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约 14：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请再看约 14：
20-21。
当 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及救主时，耶稣与父会进到我们里
面，但是那时圣灵却尚未完全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在路 11：
13，我们 知道 天父会将圣灵赐给那些凡向衪祈求得着圣灵的
人。

到底圣灵是谁？衪是神，是圣父、圣子(耶稣)和圣灵三位一体真
神的其中一位。
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甚么功用呢？衪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
们，并且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约 14：26；约壹
2：27)。衪是被天父差派在五旬节时进到世界，衪给予门徒能
力及胆量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祂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并叫这世界的王(撒旦)受审判及被击败 (约 16：
8-11)。祂让耶稣得荣耀，并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 16：
13-15, 林前 2：9-16)。祂赐给教会属灵的恩赐(林前 12：1-11)。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时，祂赐我们信心；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
赞颂神的生命就会增长；祂赐我们能力，得着耶稣要给我们的
丰盛生命。

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主的那一刻，圣灵尚未进在我们里面，当我
们接受浸礼时，圣灵亦不会临到我们，若你过往不是这样被教
导的，请不要对此论点感到惊讶，让我们先读神的话，并查看
我们应当如何接受圣灵，再了解祂何时才会临到我们的生命
中：
徒 1：4-5 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
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耶稣的门徒已奉祂的名受了洗，亦承认耶稣为他们的主，并相
信祂从死里复活，他们已经得救。但他们尚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圣灵)，因为他们仍未受圣灵的洗。
施洗约翰谈到耶稣时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祂却要用圣
灵给你们施洗。」(可 1：8)
在五旬节时，圣灵来到世界，并降临到门徒身上，他们那时正
按着耶稣的指示，等候所应许要赐下的圣灵。我们现时无须要
再等候，因为圣灵已经来到世界，并且是预备赐给所有渴望得
着衪的人。
徒 2：1-4--「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
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
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
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是神的话描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时，他
们便说起方言来。
徒 8：5-8, 12--「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
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
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
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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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到达撒玛利亚，宣讲神的福音，众人接受了神的道，也承
认耶稣为主，并由心里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们已得救并
且重生，他们接受洗礼，代表与基督同埋葬(罗 6：3-4)。
徒 2：38--「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
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这里不是说你在受洗时便会领受圣灵，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是这
样被教导。神的话不是说当我们受洗时，圣灵便来到我们，而
是说我们「将」会领受圣灵(注：多个英文翻译本是 will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撒玛利亚人已得救、且重生了，他们已接受耶稣进入他们的生
命及承认耶稣为主，也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受了洗。然而，他们
这时还未被圣灵充满，就算他们已经重生及受了洗！(需特别留
心此点！)
徒 8：14-17--「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
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
就受了圣灵。」
使徒为这些人要领受圣灵而祷告，这里说明圣灵不是在我们受
洗时充满我们，因为就算他们早已奉耶稣的名得救及受洗，圣
灵还未有充满这些人。如果他们是在受洗时就已领受圣灵，门
徒就不会专程往他们那里去，按手在他们头上，以及祷告叫他
们受圣灵。
路 1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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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若我们接受圣灵，就须用接受耶稣为主和救主的相同形式，我
们需要求天父将圣灵充满我们，好让主的能力内住在我们里

面，亦会因而有能力见证主；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奉耶
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可 16：15-18)。
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去作这些事和完成大使命，就是耶稣基督
所吩咐我们传扬衪的话。在我们将会被圣灵充满之前，我们需
要先求天父以圣灵充满我们！
使 8：16--「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
耶稣的名受了洗。」
他们受了洗，但还没有得着圣灵的能力，这解释了为何有很多
信徒不能在他们基督徒的生命中经历得胜。他们虽是得救，但
他们的生命没有能力，因为他们尚未被圣灵充满。
使 8：17--「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这里并未说明当他们领受圣灵时，他们是否同时接受了方言恩
赐，然而，在初期教会信件中，明显地在被圣灵充满之后，他
们都会以方言祷告。当领受圣灵时，他们亦会领受新方言和作
见证的胆量。
使 8：18-19--「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
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
灵。」
当时必定是有一些可看得到的证据，叫西门因看见或听见而证
实那些人在使徒按手后，的确领受了圣灵。该证据就是那些人
在说新方言。当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后，他
们在说新方言；换言之，圣灵不是在他们受水礼时降临在他们
身上的。
使 10：44-48--「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
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
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
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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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
得住了几天。」
在哥尼流家中的人被圣灵充满时，他们全都说方言，称赞神为
大。我们再次注意到，圣灵不是在他们受洗时浇灌在他们身
上，在这例子，圣灵的浇灌是在他们接受神的道之后，以及是
在受洗之前。那些犹太信徒就知道，神也要赐圣灵和主的生命
给外邦人。

保罗大有能力作他的职分是因他领受了圣灵。我们各人都有主
所赐的职分，但我们不都有能力执行该职分，除非我们都是被
圣灵所充满。
林前 14：18--「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保罗说明，因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他便被圣灵充满，并且
说方言。说方言是会出现在每个领受圣灵的人。

使 19：1-6--「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
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
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
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
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
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
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
言，又说预言。」

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时，会有甚么事情发生？林前 14：2--「那
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保罗知道这些人信了道，并且已是得救。但他问他们：「你们
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我们未曾听见有圣
灵赐下来。」现今很多人听闻圣灵或认识祂，但却不知祂是怎
样赐给信徒的，亦不知祂在信徒生命中有何目的和如何运作
的。他们已了解救恩，也知道照着神的话，是靠着耶稣基督得
救的。但是，他们未曾听见圣灵所给人的丰盛。这正如上述以
弗所的例子。

林前 14：4--「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便受了圣
灵和说方言了。
使 9：17-18--「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
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
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

林前 14：14--「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
没有果效。」(Amplified Bible)--「我若用(未知的)方言祷告，是
我的灵(透过在我里面的圣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是徒劳无功的
(它不能产生果效，又不会造就别人)。」

罗 8：26-27(新译本)--「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
们。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
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
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犹 20(新译本)--「但你们呢，亲爱的，你们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
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接受了圣灵充满之后，圣灵便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用
方言祷告，我们的灵会得到圣灵帮助，直接向神祷告。因为我
们的悟性、思想(常会有怀疑、恐惧、忧虑等)可以被绕过而置之
不理，我们藉着内里不能坏的灵(彼前 1:23)，便能向天父献上完
全无瑕的赞美和祷告。很多时候在某些境况，我们根本不知应
怎样祈祷，圣灵却会在我们用灵或方言的祷告时替我们代求，
因为圣灵本是不会叹息的，但衪却会激励我们的灵发出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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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叹息，这些由圣灵激励我们而发的叹息或方言，正是照着
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解释了「万事都(是怎样)互相效力，叫
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
当我们用方言祷告，圣经说我们是在造就自己和改善自己，我
们在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我们赞美神的生命会变得活泼有
力！方言祷告被喻为「充电器」，它让我们在圣灵里得到更新
的「电力」，所以当神的大能要经由我们的生命流出的时候
到，大能便在那里。
我个人对圣灵及方言有很多的问题。我以往被教导，当我受浸
时，我便会领受圣灵。然而，当我默想神的话时，我发现耶稣
教导我们祈求天父得着圣灵(路 11：13)，基于顺服神的话及应
许，我就求天父让我被圣灵充满(路 11：13)--「你们祈求，就给
你们」(路 11：9)--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
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 11：24)。当时我知自己已被圣灵
充满，但我并不知亦无被人教导过，我是会说方言的。
结果，我没有说方言，那不是因我不能说方言，却是因我不知
道在我领受圣灵时，神已赐给我新的方言。
我领受圣灵的那一刻，我就有了我的新方言及祷告语言，只是
我不懂得如何释放它而已，因没有人告诉我应当开口把它说出
来。那时我只是闭口坐着等待天开，心想或者会「哇」的一
声…，我便应能说方言，就如神所讲我能会说的一样。结果因
神没有给我新方言或祷告语言(那是错误的想法，是因我的无知
所致)，之后，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样相信：「也许是神认为
我不需要这恩赐吧！」我便步入属灵的骄傲和无知境况中，直
至有一日，在赞美时，我感到从内面推动自己要与神建立一份
更深的连系，我开始查考神的话，寻找那些真正赞美神的人，
并查察神的胜利和大能在那里动工，我终于明白到圣灵是不会
透过我说话的；但却是圣灵激励我的舌头发出叹息(使 2：4)。
我先前以为圣灵会直接控制我的舌头及用它说出方言便是了，
但圣灵是不会帮我这样作的。

许多很真诚并且生命美好的基督徒都有这样错误的信念：「方
言或祷告语言不是给每位接受圣灵和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因
我的无知，我以往亦是这样相信。有些信徒甚至不相信方言和
圣灵恩赐，是为今天世代而设的。今天死人复活的事还有吗？
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祂的话是
永不废弃的，那么在新约圣经中的应许及圣灵工作，今天应如
过往一样同是有效的，我们不可以不信神某部分的说话，神透
过圣灵对教会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改变，也不会离开或停
止，会一直等到基督再来为止。
我为那些接受了方言的信徒大大喜乐，但我相信这恩赐不是给
所有信徒的，在此我要引用圣经：「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
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
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
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
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林前 12：
28-30)
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样用这些恩赐服事基督的身体，这是错
误的说法。我们怎样服事是由圣灵决定，主已经指示我，职分
的恩赐与方言或祷告语言，是有所分别的，方言或祷告语言是
赐给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怎么会这样呢？方言或祷告语言
只会造就那些使用者自己本人，而不是教会(林前 14：4)，说方
言和翻方言两种职分恩赐是造就教会众人。
有一天，当我默想这些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主给我这样的启
示：「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
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
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林前 12：8-9)，我问主：「这段经文与祢
赐不赐我方言恩赐有甚么关系？」主便指示我，祂分给所有信
徒和我，有某种程度的信心，好让我们能接受耶稣及得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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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得救，并得蒙神的
喜悦(弗 2：8-9；希 11：6)。但是，当我再读时，发现圣经说圣
灵赐一(些)人信心(林前 12：9)，这种信心的恩赐是圣灵对某些
人特别的浇灌，是超越我们一般性的信心，好叫神的服事能够
成就。然后，我便明白了。同样的道理，神给予我和所有接受
圣灵的信徒说方言或祷告语言的恩赐，但这并不是林前 12：2830 所提及的方言服事恩赐，因为方言服事不是赐给每个人的。
在使徒行传，所有接受圣灵的信徒都说方言，我因而相信当我
接受圣灵时，也同时会得神所赐的新方言，这正与使徒行传中
所出现的一致。自那时开始，我便顺服神的话，当我按手在每
个重生得救的人时，我同时邀请他(或她)接受圣灵，他们便领受
新方言、赞美神、及建立他们的信心(犹 20)。
方言祷告或在圣灵里祷告能燃点信心，这信心是按照神的话已
经赐给了我们。方言祷告不能给我们更多信心，但当我们赞美
神时，它却能点起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当我们默想神的话和
用方言祷告时，神会使我们在争战中得力，并将祂的胜利赐给
我们；当使徒行传内的人物被圣灵充满时，他们真的是被灵火
燃烧着，无人能阻挡他们勇往直前，大胆见证主耶稣，就是因
传扬基督而面对迫害，他们的勇敢亦毫无减退，圣灵的火在他
们里面燃烧着，就是要为主而被抛向狮子，他们仍能靠主喜乐
及赞美神。他们有平安、喜乐及仁爱。一定是有一些宝贝在他
们里面，他们绝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有的宝贝就是圣
灵，亦即是天父所差来的那位保惠师！不论我们是在甚么的境
况，神都会给我们胜利，荣耀祂自己！其它人会希望知道，为
甚么你我会因耶稣感到那么兴奋雀跃？我们可以拥有神赐的
「充电器」，就是圣灵，祂可让我们得着能力，并且得胜。
要得救，我们需要悔改，相信耶稣(罗 10：9-10)，并且受洗(徒
2：38)。要得神的能力，我们需要被圣灵保惠师充满，这亦是
为何使徒要问人们：「你们受了圣灵没有﹖」神要我们接受祂
的礼物，因而神的能力可以在我们中间被证明出来，神的服事
亦可以透过我们有效地得着人群。

可 16：15-18，20--「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
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
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了。…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
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奉耶稣的名之权柄，必有神迹随
着所有的信徒，在林前 12 章所提及的属灵的恩赐，亦会随着圣
灵的引导，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功效。
徒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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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救和领受圣灵的大能，不单是为要得着神一切的祝福，
但更是为要大得胆量，作主的工。这工原是主给我们每位信徒
的，就是要与人分享耶稣基督，传扬祂的道和见证衪对我们生
命的意义。
有一次，在聚会前，主向我说话：「我的子民渴望像我，他们
渴望像我有仁爱、恩慈、喜乐、和平、饶恕和我的其它特征。
然而，若我的子民真的想要在每方面都像我，他们就必定要领
受圣灵的恩赐，正如我所作的一样。」
圣灵的果子是为了生命的成圣，人若信主重生，且遵行神的
话，这些果子便会赐下；属灵的恩赐是为了生命的服事及见证
的能力，这些恩赐只能在人被圣灵充满下才会赐下。

说方言的原因
1.
2.
3.
4.

圣灵充满的明证。(徒 2：2-4；10：46-47)
圣灵同在的不断提醒。(约：14：16-17)
透过与神超然的交通，灵命得被造就。(林 14：4，2，14)
激发信心、建立信仰。(犹 20，新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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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神的旨意，祈求我们所晓得的和不晓得的。(罗 8：2627，新译本)
6. 当我们的灵祷告时，有助制伏舌头在我们的操控下，保守
我们免避世俗的影响。(林前 14：2；雅 3：1-8)
7. 献上美好的感谢，并以心灵敬拜神。(林前 14：15-17；约
4：24)
8. 得安息和得舒畅。(赛 28：11-12)
9. 为了属灵的争战、代求、及释放其它属灵的恩赐。(弗 6：
18；罗 8：26-28；林前 14：2)
10. 儆醒自己敏锐被神的灵引导。(罗 8：14，26-28)
5.

©2000-2003 Glory to God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版权所有

接受圣灵的祷告
天父，奉耶稣的名，
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及救主，
我从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感谢祢使我成为神的孩子，
我宣告放弃撒旦和牠的一切作为。
照着袮的话语和应许，若我祈求接受你的圣灵，你是会赐我你
的圣灵的，而且我会说新方言的(路 11：13)，我现在求祢赐我
你的圣灵及新方言，我感谢祢已赐我圣灵，也感谢祢因我现在
可以说方言，用它赞美祢。祈祷奉耶稣名，阿们！
照着神的话语和应许，若你已祈祷接受圣灵，那你已被圣灵充
满，你现在亦是会说新方言的了。要专注耶稣，赞美耶稣，现
在请张开你的口，不要用中文或你惯常用的语言，现在请开始
用你的舌头发声，圣灵也会开始将声音组成你新方言中的言
辞。这些声音并不像任何你以前所听过的声音，因此不要让你
的思想，误以为它是废话，它确是神的祝福。不要尝试在你的
头脑内组织子句，因为你不是用你的头脑祷告，而是透过你的
灵来祷告。要专注耶稣，赞美神！继续说吧。继续每天运用你
的祷告言语，它可能需要遂步开始，之后你会越用越多的。现
在你能用心灵和真理敬拜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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