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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 11：9-13 「我又告訴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
尋見；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

的，就尋見；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作父親的，誰有

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拿蛇當魚給他呢﹖求雞

蛋，反給他蠍子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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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23 「耶穌回答說：人若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

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裡去，與他同住。」請再看約 14：
20-21。 
 
當我們接受耶穌為我們的主及救主時，耶穌與父會進到我們裡

面，但是那時聖靈卻尚未完全進入我們的心靈裡面。在路 11：
13，我們知道天父會將聖靈賜給那些凡向衪祈求得着聖靈的

人。 
 
到底聖靈是誰？衪是神，是聖父、聖子(耶穌)和聖靈三位一體真

神的其中一位。 
 
聖靈在我們的生命中有甚麼功用呢？衪要將一切的事，指教我

們，並且要叫我們想起主對我們所說的一切話(約 14：26；約壹
2：27)。衪是被天父差派在五旬節時進到世界，衪給予門徒能
力及膽量為耶穌基督作見證。祂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

自己責備自己，並叫這世界的王(撒旦)受審判及被擊敗 (約 16：
8-11)。祂讓耶穌得榮耀，並引導我們進入一切的真理(約 16：
13-15, 林前 2：9-16)。祂賜給教會屬靈的恩賜(林前 12：1-11)。
當我們聽到神的話時，祂賜我們信心；當我們被聖靈充滿時，

讚頌神的生命就會增長；祂賜我們能力，得着耶穌要給我們的

豐盛生命。 
 

當我們接受耶穌為主的那一刻，聖靈尚未進在我們裡面，當我

們接受浸禮時，聖靈亦不會臨到我們，若你過往不是這樣被教

導的，請不要對此論點感到驚訝，讓我們先讀神的話，並查看

我們應當如何接受聖靈，再了解祂何時才會臨到我們的生命

中： 
 
徒 1：4-5耶穌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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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門徒已奉祂的名受了洗，亦承認耶穌為他們的主，並相

信祂從死裡復活，他們已經得救。但他們尚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聖靈)，因為他們仍未受聖靈的洗。 
 
施洗約翰談到耶穌時說：「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祂卻要用聖

靈給你們施洗。」(可 1：8) 
 
在五旬節時，聖靈來到世界，並降臨到門徒身上，他們那時正

按着耶穌的指示，等候所應許要賜下的聖靈。我們現時無須要

再等候，因為聖靈已經來到世界，並且是預備賜給所有渴望得

着衪的人。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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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聖靈所賜的口才，說起別國的話來。」 
 
這是神的話描述所發生的事情，就是當他們被聖靈充滿時，他

們便說起方言來。 
 
徒 8：5-8, 12--「腓利下撒瑪利亞城去，宣講基督。眾人聽見

了，又看見腓利所行的神蹟，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因為

有許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來；還

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了醫治。在那城裡，就大有歡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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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利到達撒瑪利亞，宣講神的福音，眾人接受了神的道，也承

認耶穌為主，並由心裡相信耶穌是從死裡復活，他們已得救並

且重生，他們接受洗禮，代表與基督同埋葬(羅 6：3-4)。 
 
徒 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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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裡不是說你在受洗時便會領受聖靈，雖然我們很多人都是這

樣被教導。神的話不是說當我們受洗時，聖靈便來到我們，而

是說我們「將」會領受聖靈(註：多個英文翻譯本是 will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撒瑪利亞人已得救、且重生了，他們已接受耶穌進入他們的生

命及承認耶穌為主，也因信主耶穌基督而受了洗。然而，他們

這時還未被聖靈充滿，就算他們已經重生及受了洗！(需特別留

心此點！) 
 
徒 8：14-17--「使徒在耶路撒冷聽見撒瑪利亞人領受了神的道，

就打發彼得、約翰往他們那裡去。兩個人到了，就為他們禱

告，要叫他們受聖靈。因為聖靈還沒有降在他們一個人身上，

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了洗。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

就受了聖靈。」 
 
使徒為這些人要領受聖靈而禱告，這裡說明聖靈不是在我們受

洗時充滿我們，因為就算他們早已奉耶穌的名得救及受洗，聖

靈還未有充滿這些人。如果他們是在受洗時就已領受聖靈，門

徒就不會專程往他們那裡去，按手在他們頭上，以及禱告叫他

們受聖靈。 
 
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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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我們接受聖靈，就須用接受耶穌為主和救主的相同形式，我

們需要求天父將聖靈充滿我們，好讓主的能力內住在我們裡

面，亦會因而有能力見證主；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了，奉耶

穌的名趕鬼，說新方言(可 16：15-18)。 
 
我們需要被聖靈充滿去作這些事和完成大使命，就是耶穌基督

所吩咐我們傳揚衪的話。在我們將會被聖靈充滿之前，我們需

要先求天父以聖靈充滿我們！ 
 
使 8：16--「因為聖靈還沒有降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

耶穌的名受了洗。」 
 
他們受了洗，但還沒有得着聖靈的能力，這解釋了為何有很多

信徒不能在他們基督徒的生命中經歷得勝。他們雖是得救，但

他們的生命沒有能力，因為他們尚未被聖靈充滿。 
 
使 8：17--「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了聖靈。」 
 
這裡並未說明當他們領受聖靈時，他們是否同時接受了方言恩

賜，然而，在初期教會信件中，明顯地在被聖靈充滿之後，他

們都會以方言禱告。當領受聖靈時，他們亦會領受新方言和作

見證的膽量。 
 
使 8：18-19--「西門看見使徒按手，便有聖靈賜下，就拿錢給使

徒，說：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着誰，誰就可以受聖

靈。」 
 
當時必定是有一些可看得到的證據，叫西門因看見或聽見而證

實那些人在使徒按手後，的確領受了聖靈。該證據就是那些人

在說新方言。當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了聖靈後，他

們在說新方言；換言之，聖靈不是在他們受水禮時降臨在他們

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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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10：44-48--「彼得還說這話的時候，聖靈降在一切聽道的人

身上。那些奉割禮、和彼得同來的信徒，見聖靈的恩賜也澆在

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聽見他們說方言，稱讚神為大。於

是彼得說：這些人既受了聖靈，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

他們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又請彼

得住了幾天。」 
 
在哥尼流家中的人被聖靈充滿時，他們全都說方言，稱讚神為

大。我們再次注意到，聖靈不是在他們受洗時澆灌在他們身

上，在這例子，聖靈的澆灌是在他們接受神的道之後，以及是

在受洗之前。那些猶太信徒就知道，神也要賜聖靈和主的生命

給外邦人。 
 
使 19：1-6--「亞波羅在哥林多的時候，保羅經過了上邊一帶地

方，就來到以弗所；在那裡遇見幾個門徒，問他們說：你們信

的時候受了聖靈沒有﹖他們回答說：沒有，也未曾聽見有聖靈

賜下來。保羅說：這樣，你們受的是什麼洗呢﹖他們說：是約

翰的洗。保羅說：約翰所行的是悔改的洗，告訴百姓當信那在

他以後要來的，就是耶穌。他們聽見這話，就奉主耶穌的名受

洗。保羅按手在他們頭上，聖靈便降在他們身上，他們就說方

言，又說預言。」 
 
保羅知道這些人信了道，並且已是得救。但他問他們：「你們

信的時候受了聖靈沒有﹖」他們回答說：「我們未曾聽見有聖

靈賜下來。」現今很多人聽聞聖靈或認識祂，但卻不知祂是怎

樣賜給信徒的，亦不知祂在信徒生命中有何目的和如何運作

的。他們已了解救恩，也知道照着神的話，是靠着耶穌基督得

救的。但是，他們未曾聽見聖靈所給人的豐盛。這正如上述以

弗所的例子。 
 
他們奉主耶穌的名受洗，保羅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便受了聖

靈和說方言了。 
 

使 9：17-18--「亞拿尼亞就去了，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羅身

上，說：兄弟掃羅，在你來的路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

打發我來，叫你能看見，又被聖靈充滿。掃羅的眼睛上，好像

有鱗立刻掉下來，他就能看見。於是起來受了洗」 
 
保羅大有能力作他的職分是因他領受了聖靈。我們各人都有主

所賜的職分，但我們不都有能力執行該職分，除非我們都是被

聖靈所充滿。 
 
林前 14：18--「我感謝神，我說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 
 
保羅說明，因亞拿尼亞按手在他身上，他便被聖靈充滿，並且

說方言。說方言是會出現在每個領受聖靈的人。 
 
當我們在聖靈裡禱告時，會有甚麼事情發生？林前 14：2--「那
說方言的，原不是對人說，乃是對神說，因為沒有人聽出來。

然而，他在心靈裡卻是講說各樣的奧祕。」 
 
林前 14：14--「我若用方言禱告，是我的靈禱告，但我的悟性

沒有果效。」(Amplified Bible)--「我若用(未知的)方言禱告，是
我的靈(透過在我裡面的聖靈)禱告，但我的悟性是徒勞無功的

(它不能產生果效，又不會造就別人)。」 
 
林前 14：4--「說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羅 8：26-27(新譯本)--「照樣，聖靈也在我們的軟弱上幫助我

們。原來我們不曉得應當怎樣禱告，但聖靈親自用不可言喻的

歎息，替我們祈求。那鑒察人心的，曉得聖靈的心意，因為聖

靈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猶 20(新譯本)--「但你們呢，親愛的，你們要在至聖的信仰上建
立自己，在聖靈裡禱告」 
 
我們接受了聖靈充滿之後，聖靈便內住在我們裡面。當我們用

方言禱告，我們的靈會得到聖靈幫助，直接向神禱告。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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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悟性、思想(常會有懷疑、恐懼、憂慮等)可以被繞過而置之
不理，我們藉着內裡不能壞的靈(彼前 1:23)，便能向天父獻上完

全無瑕的讚美和禱告。很多時候在某些境況，我們根本不知應

怎樣祈禱，聖靈卻會在我們用靈或方言的禱告時替我們代求，

因為聖靈本是不會歎息的，但衪卻會激勵我們的靈發出不可言

喻的歎息，這些由聖靈激勵我們而發的歎息或方言，正是照着

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這解釋了「萬事都(是怎樣)互相效力，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羅 8：28) 
 
當我們用方言禱告，聖經說我們是在造就自己和改善自己，我

們在至聖的信仰上建立自己，我們讚美神的生命會變得活潑有

力！方言禱告被喻為「充電器」，它讓我們在聖靈裏得到更新

的「電力」，所以當神的大能要經由我們的生命流出的時候

到，大能便在那裏。 
 
我個人對聖靈及方言有很多的問題。我以往被教導，當我受浸

時，我便會領受聖靈。然而，當我默想神的話時，我發現耶穌

教導我們祈求天父得着聖靈(路 11：13)，基於順服神的話及應
許，我就求天父讓我被聖靈充滿(路 11：13)--「你們祈求，就給
你們」(路 11：9)-- 「凡你們禱告祈求的，無論是什麼，只要信

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 11：24)。當時我知自己已被聖靈

充滿，但我並不知亦無被人教導過，我是會說方言的。 
 
結果，我沒有說方言，那不是因我不能說方言，卻是因我不知

道在我領受聖靈時，神已賜給我新的方言。 
 
我領受聖靈的那一刻，我就有了我的新方言及禱告語言，只是

我不懂得如何釋放它而已，因沒有人告訴我應當開口把它說出

來。那時我只是閉口坐着等待天開，心想或者會「哇」的一

聲…，我便應能說方言，就如神所講我能會說的一樣。結果因

神沒有給我新方言或禱告語言(那是錯誤的想法，是因我的無知
所致)，之後，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這樣相信：「也許是神認為
我不需要這恩賜吧！」我便步入屬靈的驕傲和無知境況中，直

至有一日，在讚美時，我感到從內面推動自己要與神建立一份

更深的連繫，我開始查考神的話，尋找那些真正讚美神的人，

並查察神的勝利和大能在那裏動工，我終於明白到聖靈是不會

透過我說話的；但卻是聖靈激勵我的舌頭發出歎息(使 2：4)。
我先前以為聖靈會直接控制我的舌頭及用它說出方言便是了，

但聖靈是不會幫我這樣作的。 
 
許多很真誠並且生命美好的基督徒都有這樣錯誤的信念：「方

言或禱告語言不是給每位接受聖靈和被聖靈充滿的信徒。」因

我的無知，我以往亦是這樣相信。有些信徒甚至不相信方言和

聖靈恩賜，是為今天世代而設的。今天死人復活的事還有嗎？

如果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如果祂的話是

永不廢棄的，那麼在新約聖經中的應許及聖靈工作，今天應如

過往一樣同是有效的，我們不可以不信神某部分的說話，神透

過聖靈對教會的工作，從來沒有任何改變，也不會離開或停

止，會一直等到基督再來為止。 
 
我為那些接受了方言的信徒大大喜樂，但我相信這恩賜不是給

所有信徒的，在此我要引用聖經：「神在教會所設立的：第一

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行異能的，再次是

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理事的，說方言的。豈都是使徒

嗎﹖豈都是先知嗎﹖豈都是教師嗎﹖豈都是行異能的嗎﹖豈都

是得恩賜醫病的嗎﹖ 
 

豈都是說方言的嗎﹖豈都是翻方言的嗎﹖」(林前 12：
28-30) 
 
若說我們所有的人都同樣用這些恩賜服事基督的身體，這是錯

誤的說法。我們怎樣服事是由聖靈決定，主已經指示我，職分

的恩賜與方言或禱告語言，是有所分別的，方言或禱告語言是

賜給所有被聖靈充滿的信徒，怎麼會這樣呢？方言或禱告語言

只會造就那些使用者自己本人，而不是教會(林前 14：4)，說方

言和翻方言兩種職分恩賜是造就教會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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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當我默想這些屬靈的恩賜的時候，主給我這樣的啟

示：「這人蒙聖靈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這位聖靈賜他知

識的言語，又有一人蒙這位聖靈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

靈賜他醫病的恩賜」(林前 12：8-9)，我問主：「這段經文與祢
賜不賜我方言恩賜有甚麼關係？」主便指示我，祂分給所有信

徒和我，有某種程度的信心，好讓我們能接受耶穌及得救(羅
12：3)，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要有信心，才能得救，並得蒙神的
喜悅(弗 2：8-9；希 11：6)。但是，當我再讀時，發現聖經說聖

靈賜一(些)人信心(林前 12：9)，這種信心的恩賜是聖靈對某些

人特別的澆灌，是超越我們一般性的信心，好叫神的服事能夠

成就。然後，我便明白了。同樣的道理，神給予我和所有接受

聖靈的信徒說方言或禱告語言的恩賜，但這並不是林前 12：28-
30 所提及的方言服事恩賜，因為方言服事不是賜給每個人的。

在使徒行傳，所有接受聖靈的信徒都說方言，我因而相信當我

接受聖靈時，也同時會得神所賜的新方言，這正與使徒行傳中

所出現的一致。自那時開始，我便順服神的話，當我按手在每

個重生得救的人時，我同時邀請他(或她)接受聖靈，他們便領受

新方言、讚美神、及建立他們的信心(猶 20)。 
 
方言禱告或在聖靈裡禱告能燃點信心，這信心是按照神的話已

經賜給了我們。方言禱告不能給我們更多信心，但當我們讚美

神時，它卻能點起我們對神話語的信心；當我們默想神的話和

用方言禱告時，神會使我們在爭戰中得力，並將祂的勝利賜給

我們；當使徒行傳內的人物被聖靈充滿時，他們真的是被靈火

燃燒着，無人能阻擋他們勇往直前，大膽見證主耶穌，就是因

傳揚基督而面對迫害，他們的勇敢亦毫無減退，聖靈的火在他

們裡面燃燒着，就是要為主而被拋向獅子，他們仍能靠主喜樂

及讚美神。他們有平安、喜樂及仁愛。一定是有一些寶貝在他

們裡面，他們絕不能單靠自己的力量。他們有的寶貝就是聖

靈，亦即是天父所差來的那位保惠師！不論我們是在甚麼的境

況，神都會給我們勝利，榮耀祂自己！其他人會希望知道，為

甚麼你我會因耶穌感到那麼興奮雀躍？我們可以擁有神賜的

「充電器」，就是聖靈，祂可讓我們得着能力，並且得勝。 
 

要得救，我們需要悔改，相信耶穌(羅 10：9-10)，並且受洗(徒
2：38)。要得神的能力，我們需要被聖靈保惠師充滿，這亦是

為何使徒要問人們：「你們受了聖靈沒有﹖」神要我們接受祂

的禮物，因而神的能力可以在我們中間被證明出來，神的服事

亦可以透過我們有效地得着人群。 
 
可 16：15-18，20--「他又對他們說：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

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不信的，必被定罪。信的

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說新方言；手能拿

蛇；若喝了什麼毒物，也必不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了。…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
着，證實所傳的道。阿們！」奉耶穌的名之權柄，必有神蹟隨

着所有的信徒，在林前 12 章所提及的屬靈的恩賜，亦會隨着聖

靈的引導，在我們的生命中發揮功效。 
 
徒 1：8「但聖靈降臨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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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得救和領受聖靈的大能，不單是為要得着神一切的祝福，

但更是為要大得膽量，作主的工。這工原是主給我們每位信徒

的，就是要與人分享耶穌基督，傳揚祂的道和見證衪對我們生

命的意義。 

 
有一次，在聚會前，主向我說話：「我的子民渴望像我，他們

渴望像我有仁愛、恩慈、喜樂、和平、饒恕和我的其他特徵。

然而，若我的子民真的想要在每方面都像我，他們就必定要領

受聖靈的恩賜，正如我所作的一樣。」 
 
聖靈的果子是為了生命的成聖，人若信主重生，且遵行神的

話，這些果子便會賜下；屬靈的恩賜是為了生命的服事及見證

的能力，這些恩賜只能在人被聖靈充滿下才會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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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方言的原因 
 
1. 聖靈充滿的明證。(徒 2：2-4；10：46-47)  
2. 聖靈同在的不斷提醒。(約：14：16-17) 
3. 透過與神超然的交通，靈命得被造就。(林 14：4，2，14) 
4. 激發信心、建立信仰。(猶 20，新譯本) 
5. 照着神的旨意，祈求我們所曉得的和不曉得的。(羅 8：26-

27，新譯本) 
6. 當我們的靈禱告時，有助制伏舌頭在我們的操控下，保守

我們免避世俗的影響。(林前 14：2；雅 3：1-8) 
7. 獻上美好的感謝，並以心靈敬拜神。(林前 14：15-17；約

4：24) 
8. 得安息和得舒暢。(賽 28：11-12) 
9. 為了屬靈的爭戰、代求、及釋放其他屬靈的恩賜。(弗 6：

18；羅 8：26-28；林前 14：2) 
10. 儆醒自己敏銳被神的靈引導。(羅 8：14，26-28) 
 
接受聖靈的禱告 
 
天父，奉耶穌的名， 

我承認耶穌是我的主及救主， 

我從心裡相信耶穌從死裡復活， 

我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我感謝祢使我成為神的孩子， 

我宣告放棄撒旦和牠的一切作為。 

照着袮的話語和應許，若我祈求接受你的聖靈，你是會賜我你

的聖靈的，而且我會說新方言的(路 11：13)，我現在求祢賜我

你的聖靈及新方言，我感謝祢已賜我聖靈，也感謝祢因我現在

可以說方言，用它讚美祢。祈禱奉耶穌名，阿們！ 

 

照着神的話語和應許，若你已祈禱接受聖靈，那你已被聖靈充

滿，你現在亦是會說新方言的了。要專注耶穌，讚美耶穌，現

在請張開你的口，不要用中文或你慣常用的語言，現在請開始

用你的舌頭發聲，聖靈也會開始將聲音組成你新方言中的言

辭。這些聲音並不像任何你以前所聽過的聲音，因此不要讓你

的思想，誤以為它是廢話，它確是神的祝福。不要嘗試在你的

頭腦內組織子句，因為你不是用你的頭腦禱告，而是透過你的

靈來禱告。要專注耶穌，讚美神！繼續說吧。繼續每天運用你

的禱告言語，它可能需要遂步開始，之後你會越用越多的。現

在你能用心靈和真理敬拜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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